
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後第一份施政報告將於本月16日發表，他昨晚與一
眾建制派議員晚宴，諮詢他們對施政報告的意見。多位與會議員均表示，施
政報告將聚焦於扶貧及房屋方面，又引述梁振英說政府不會盲目派錢，但針
對性的補貼一定會有， 「應該會令大家滿意」 。議員亦就房屋、扶貧、教育
等多個範疇向他提出意見，希望施政報告可以新思維，解決市民所關心的問
題。

本報記者 張綺婷

施政報告全力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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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議員晤特首後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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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太對釋法指手畫腳
辛文仁

仰仗 「前高官身份」的陳方安生時不時會以 「
猶抱琵琶」的姿態露臉。昨日她又與傳媒聚會，再
次上演 「陳老太指點香江政事」一幕。 「閒談」間
她先是批評現屆政府建議終審法院就外傭居港權案
件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一事，稱釋法削弱司法
獨立，法庭要想清楚；又稱不評論事件，以免影響
法庭的決定云云，明顯是 「假撇清真指點」，至於
會否帶來 「法院壓力」，全憑各位看官意會了。

事實上，《基本法》第158條就列明，《基本法
》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而本港法院引用
相關法例時，應以全國人大常委的解釋為準。終審
法院過往在剛果案亦曾主動提請人大釋法，陳方安
生稱過往由法院主動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 「
另作別論」，但今次政府亦只是建議法院提請人大
釋法，最終決定權在終院手中，不知這個所謂的 「
另作別論」是 「別」在何方。

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半年多的工作表現是陳老
太的 「點評重點」。她稱之有待改善，但也認為反
對派的彈劾動議是不切實際，原因一來難以實行，

二來市民亦希望可以給予梁振英更多機會，不想三
兩個月便換特首。而施政報告正是梁振英表現的機
會，需要推出短、中、長期的民生措施。她亦希望
梁振英在未來一年有顯著的改善，但她認為梁振英
需要了解市民的需要，特別在政改的問題上，應在
施政報告中加以墨等。

另外，陳老太亦對反對派在政改方案上的角色
作出 「指點」，建議反對派不應只叫口號，而是要
團結起來想出可行方案，而且她毫不掩飾地表明會
在 「幕後做工夫」。至於反對派內是否有合適的人
選參加特首選舉，陳方安生就 「循循善誘」反對派
，要盡快物色人選，要提供機會和培訓，要提升反
對派代表的認受性，諸如此類。

難得一次暢所欲言， 「民主阿婆」指指點點未
能盡興，於是進而點指兵兵，學民思潮的黃之鋒
等人即時 「中招」，被冠名為反對派的 「未來
之星」。陳老太這一番提攜後輩的 「美
意」，未知當事人有否 「受寵若驚」
之感。

卦卦鏡鏡
政壇

新一年有新願望。過去很多港人說： 「但願世
界和平。」今年不少人改口說： 「港人怨氣多，但
願今後大家開開心心。」

回想二戰後上世紀50、60年代香港經濟未起飛
時，港人普遍很窮，但窮得開心，大家胼手胝足，
奮鬥目標鮮明。成為四小龍之一後，物質豐盛得多
，人的心靈卻空虛得多，這個不滿意，那個不順心
。 「我讀不好書，是政府的錯」， 「我買不起樓，
是政府的錯」， 「我放軟手腳不努力？我就是如此
。都是政府的錯」。好些激進青少年無知，急功近
利，容易受人煽動，助紂為虐。他們有錢常更換貴
價手機、電腦、時裝；煙稅加完又加，他們又有錢
買煙。 「碌爆卡」者大不乏人，卻埋怨政府不幫他
們 「脫貧」。以 「爭取民主」為藉口，誤以為 「立
即雙普選」，自己的霉氣會馬上消失。

追求民主，必須切合當地民情。且看中東多國
，埃及、敘利亞，什麼 「茉莉花革命」，口號漂亮
得很，華而不實，結果是亂作一團，天天殺人放火
，民不聊生；亞洲這邊，印尼、菲律賓等奉美國為
大阿哥， 「民主」選舉早就有了，今天仍舊一窮二
白；與菲律賓、越南一起 「扯美國衫尾」狐假虎威
的日本，內閣高官可以一年換幾次，經濟一蹶不振
……這些例子舉不勝舉。你說中國不好，地方官貪
污腐化麼？有毒食品麼？世界什麼地方沒有？我們
說須從監管制度多下工夫是可以的，卻不能說 「唯
獨中國才有這些事情」。

美國校園槍擊案真是數之不盡，號稱世界最自
由最民主的國家，竟然自由民主至任人開槍，又自
由民主至不能說半個 「禁」字，安居樂業指數遠不
如小小的香港。

把眼界放遠一點，比較一下各地的情況，
就知道要珍惜目前。多向政府提供有建設性
的意見很有需要，但切忌動輒叫人下台。
政府下了台，你的生活將會變得面目全非
，後果是連你自己也負不起的！

比較各地 香港其實很好

宇文劍

【本報訊】新年伊始，萬象更新，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宋哲發表新年賀辭
，向特區政府和全體香港市民致以良好的新
年祝願。他表示，在過去的2012年，香港迎
來回歸十五周年，經濟、社會等各項事業取
得長足進展，展望2013年，公署熱忱希望繼
續得到特區政府、香港各界的支持和幫助，
共同為建設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不懈努
力。宋哲2013年新年賀辭全文如下：

值此新元復始、萬象更新之際，我
謹代表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
公署，並以我個人名義，向香港同胞致
以良好的新年祝願，向關心支持公署工

作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過去的2012年，我國改革開放和

現代化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為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了全面戰略部署。
中國外交攻堅克難，穩中有進，有效維
護了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也為
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
香港迎來回歸十五周年，經濟、社會等
各項事業取得長足進展。在此新形勢下
，駐港公署支持香港開展對外交往與合
作，擴大特區國際影響力；履行領事保
護職責，維護香港同胞在海外的合法權

益；支持各國駐港外交機構和國際組織
代表依法履行職責，促進各國與香港的
友好關係。我們希望並致力於通過上述
工作，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盡綿薄之
力。

展望2013年，我們將一如既往，嚴
格按照基本法處理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外
交事務，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決

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促進香港的繁榮
、穩定和發展。我們熱忱希望繼續得到
特區政府各部門、香港各界的支持和幫
助，共同為建設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作
出不懈努力。

謹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裡幸福安康，
萬事如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

宋 哲
二○一三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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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有多名建制派議員出席，包括民建聯的
譚耀宗、葉國謙、陳恒鑌，工聯會陳婉嫻和王國
興，經濟民生聯盟梁君彥、林健鋒，新民黨葉劉
淑儀、田北辰和自由黨方剛等。至於獨立議員就
包括林大輝、梁家騮、馬逢國、陳健波、吳亮星
和廖長江等。

晚宴後，梁振英未有回應提問。不過，譚耀
宗引述梁振英表示，施政報告主要會在房屋、老
人、扶貧等民生問題墨，而政改方案因為尚有
時間，所以未有詳細談及。譚耀宗又說政府未有
考慮派錢，而現時加風四起，民建聯希望政府可
以派 「糖仔」幫補市民。至於房屋方面，梁振英
表示會有中長期政策，但承認現時 「熟地」不多
，房屋政策仍需時間才可見成效。譚耀宗相信今

次施政報告，可以反映市民意願。
王國興亦說，梁振英承諾在房屋問題上，會

重增加供應；又說施政報告除了會交代今年的
政策，亦會有未來幾年的展望。王國興又特別提
到希望梁振英在首份施政報告，可以兌現政綱的
承諾，並提出方法解決深層次矛盾，包括房屋和
退休保障問題。他引述梁振英回應說，施政報告

會就這些問題有所表述。王國興認為，施政報告
是梁振英上任後的 「頭炮」，如果做得不好，會
令大家失望。

「會有政策令大家滿意」
田北辰引述梁振英在席間表示，不會像前年

財政預算案， 「漁翁撒網」地向市民派發六千元
，但會有政策協助各階層人士， 「尤其在扶貧方
面會有政策令大家滿意」。田北辰又說，除了扶
貧及房屋問題，他希望梁振英同時關注教育問題
，落實15年免費教育。另外，外傭稅豁免在今年
7月便屆滿，新民黨爭取取消稅項，而梁振英回
應會積極考慮，在施政報告中會有回應。田
北辰又提到，希望梁振英能靠做實事提升民
望，並能有政治勇氣以及新思維，專心解決
市民的訴求。

【本報訊】一項研究顯示，
本港在過去9年失業率下降5成，
但長期領取失業綜援的比例卻大
幅增加，反映領取失業綜援者，
或已養成惰性心理，長期依賴綜
援生活。自由黨建議，政府為失
業綜援設限，失業人士領取綜援
兩年後，須由獨立委員會檢視及
審批續領資格。

自由黨分析2004年以來的失
業綜援數據，發現長期申領失業
綜援的比例有惡化趨勢，連續申
領失業綜援的比例由2004年的
25.5%增至去年10月的56.5%，增
加超過1倍。而本港的失業率由
2004年的6.8%下跌至去年10月的
3.4%，跌幅達50%，可是同期失
業綜援個案比例只下跌37%。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易志明表
示，數字反映失業綜援有被濫用

的情況，雖然社署要求15至59歲
健全的失業人士要參加自力更生
支援計劃，但其申請資格寬鬆
，加上監管鬆懈，令計劃效用
成疑。

另外，自由黨在上月18至23
日用電話隨機訪問了逾千名市民
的意見，有超過70%受訪者認為
香港濫用綜援情況嚴重，亦有
80%人表示贊成為健全人士申領
綜援設立限期，不贊成的僅為
11.9%。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說
，為了減少濫用綜援情況，建議
改革綜援制度，設立2年的期限，
若失業的申領人要繼續領取，須
經獨立覆核委員會審批。自由黨
同時要求改革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要求社署為失業綜援申領者安
排工作或就業培訓，每周工作5天
，每天8小時。

自由黨倡失業綜援設時限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中大香港亞太
研究所的調查顯示，最多受訪者認為施政報告要
優先處理的兩個範疇，是房屋規劃和民生福利，
分別佔約27%和21%。其次的問題則為經濟發展和
醫療衛生。

調查在上月訪問758名市民，超過一半受訪者
對施政報告 「有點期望」，約14%人表示有 「很
大期望」，但亦有約34% 「沒有期望」。負責調
查的研究人員認為，市民對新政府的施政仍抱觀
望態度，故對施政報告的期望普遍不算高。

在多個政策範疇中，最多受訪者認為要優先
處理的是房屋規劃及民生福利，比率分別佔26.8%
和20.8%；其次為經濟發展和醫療衛生，分別各佔
13.2%及10.8%；至於政制與管治及教育也分別佔
10.7%和9.5%，環保政策則最少人提及，只有4.2%。

調查要求受訪者在不同政策範疇內選出最期
望特區政府優先處理的問題。在房屋規劃方面，
較多受訪者選取的是 「加速興建公屋」（33.8%）
，在民生福利方面是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33.8%），在經濟發展方面是 「加大力度發展六大
產業」（29.7%）與 「扶助中小企業」（28.1%）
，在醫療衛生方面是 「解決醫療人手不足」（
55.8%），在政制及管治方面是 「盡快進行政制檢
討，落實雙普選」（27.3%），在教育方面是 「推
行由幼稚園至中六的15年免費教育」（30.5%），
而在環保方面則是 「推動環保回收行業」（32.1%
）。

市民盼房屋問題優先

▲宋哲發表新年賀辭，向特區政府和全體香港市民致
以良好的新年祝願 資料圖片

▶梁振英昨晚出席與
建制派議員的晚宴，
聽取他們對施政的意
見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譚耀宗相信今次施政報
告，可以反映市民意願

▲▲田北辰指出田北辰指出，，施政報施政報
告在扶貧方面告在扶貧方面 「「會有政會有政
策令大家滿意策令大家滿意」」

▲▲王國興透露王國興透露，，梁振英梁振英
承諾在房屋問題上承諾在房屋問題上，，會會
重增加供應重增加供應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政府與兩家電力公司
於2008年簽訂的10年《管制計劃協議》將在今年進行中
期檢討，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強調，今年的重點工作
是從第一季開始部署兩電協議的中期檢討，政府會在電
費與環保方面多做工作，希望平衡電費、環保和民生，
而政府聽到社會上有很多訴求，會爭取平衡電費、環保
和民生的方案。

強調政府會盡量把關
至於會否改變協議的框架，包括限制兩電的利潤、

加入懲罰機制等，黃錦星表示政府持開放態度，聆聽社
會的聲音。而改變利潤管制協議的框架，則要政府和兩
電雙方都同意才能進行，政府會盡量把關，做到適當的
改變，在經濟環境和盈利幅度間做到合理的平衡。

黃錦星續謂，除中期檢討，整個能源組合也要在今
年作出考慮，即天然氣發電、核電以至燃煤發電的比例
，也要在今年內敲定，所以當局希望在今年內分階段去
做，第一步是中期檢討，接是能源組合的回顧和檢討
，兩方面都要在今年內完成。

對於政府有意調整9.9%准許利潤的規定，中電總裁
藍凌志在昨日的傳媒茶敘上表示，降低准許利益要考慮
一籃子因素，包括燃料價格、電力銷售、公司營運成本
、支出及環保等，不能以單一因素決定能否減低利潤，
重點是在各因素中取得平衡。中電會積極與政府合作，
確保繼續有安全、穩定及合理價格的電力供應，並符合
政府的環保要求。

藍凌志又說，受惠20年前簽訂的合約，中電過去可
用每單位價格6美元的崖城天然氣發電，惟氣田接近枯竭
，中電今年4月開始要使用價格貴3倍的西氣東輸供港天
然氣，每單位價格高達18美元至20美元，故今年每度電
的燃料條款收費需上調7仙，但在優化崖城氣田、引進小
型氣田短期天然氣後，已將加幅壓低至4.6仙，但到2015
年，政府將收緊發電廠排放上限，天然氣用量會較現時
增加一倍，中電將面對成本上升壓力。

雖然不少社會聲音要求盡快檢討兩電的利潤水平，
但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則認為，中期檢討可降
低兩電的利潤水平的機會不大，因降低利潤水平會影響
兩電的利益，難向股東交代，兩電不會同意，而政府會
在2016年才和兩電談續約安排，預期到時才能談到利潤
水平管制。余遠騁認為政府應在中期檢討時加強對兩電
的監管，包括：監管兩電的發展規模，免因不合理擴張
成本而加電費；引入機制監管兩電不能將節能成本轉嫁
用戶。他又提議政府盡快要求兩電自行分拆發電和輸電
設施，實行電網分家，為將來開放市場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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