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夢熊稱，任何政
治紛爭都是內耗，打
擊政府管治

▲譚耀宗表示，該黨
12票投反對彈劾動議

▲王國興指，彈劾最
終是市民利益受損害

▲林健鋒表示，反對
派不斷糾纏只會阻礙
政府施政

特首梁振英昨晚出席香港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周年晚宴時表示，新一屆特區政
府施政半年來已經取得不少成果，未來將重解決經濟發展、貧困、老齡化、房屋和環
保等五個方面的問題。

本報記者 戴正言

特首：未來施政重五方面
經濟發展 貧困 老齡化 房屋 環保

袁國強：釋法絕對尊重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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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上月中順
利產生，按照以往慣例，港區人大代表
在出席3月舉行的 「兩會」前，都會先
集中出席工作會議，而今次的會議則安
排在本月14日於深圳舉行，為期一天。

今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以及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將分別於3月3日及5日開幕。
作為3月 「兩會」的熱身，14日在深圳
舉行的工作會議，會向與會代表介紹過
去一年的國家發展情況以及全國人大的
相關工作進度。

新一屆36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中，
有13名來自不同界別、不同專業的 「新
丁」。為了讓 「新丁」了解人大的工作
，預計在會上亦會安排講解人大的職權
範圍，以及如何撰寫建議等技術性的問
題，並會由資深人大代表分享工作心得
和體會。

對上一次舉行 「新丁」培訓班，是
2008年初第11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
後，在珠海舉行了兩日的工作會議，港
澳地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均有出席。代表
們除聽取國務院各部委匯報工作，介紹
過去一年來國家在經濟、衛生、社保等
方面的工作成果外，時任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盛華仁主持會議，

並介紹了全國人大的相關工作進度。
雖然距離3月的 「兩會」還有一段時間，但一眾人

大 「新丁」都已默默投入各項準備工作。有 「新丁」透
露，現時主要學習內地法律系統與香港法律有什麼差別
，既可了解國情，亦為日後處理個案打基礎；亦有 「新
丁」說，會針對自己較關注的議題，了解過去幾年有關
工作的進展情況，為在 「兩會」提建議做 「功課
」。

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往赴內地舉行 「預
備會」，國務院有關部委以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都會派員出席，至於今次工作會議將
有哪些人士出席，仍是未知之數。

卦卦鏡鏡
政壇

八八

【本報訊】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資深大律師昨午與澳門特別行
政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在
澳門政府總部簽署了兩地相互認
可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

根據該項《關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認可
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香港
特區法院會認可和執行在澳門特
區按澳門特區仲裁法規所作出的
仲裁裁決，而澳門特區法院亦會
認可和執行在香港特區按香港特
區《仲裁條例》所作出的仲裁裁
決。

《安排》的簽訂將肯定在香
港或澳門作出的仲裁裁決可以在
對方的地方執行，為兩地司法管
轄區就仲裁裁決的相互執行提供
簡單而有效的機制。《安排》亦
有助促進香港和澳門在民事和商
事法律事務的司法合作，提升香
港在亞太區作為地區性商事爭議
仲裁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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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
前排左）和
澳門特別行
政區行政法
務司司長陳
麗敏在簽署
儀式上握手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在行
政長官梁振英的僭建事件上，反對派一
直以 「寬己嚴人」的雙重標準看待問題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 「長毛」梁國雄昨
日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上以 「狗官
」字眼形容屋宇署署長區載佳，當他被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見右圖）批評 「冒
犯官員」時，居然公然講大話，對自己
的前言加以否認，又 「屈」官員自己 「

對號入座」。
為炒熱僭建事件 「餘溫」，進一步

「政治化」，反對派昨日質疑屋宇署對
梁振英和唐英年的僭建個案有雙重標準
。公民黨議員梁家傑要求屋宇署公開與
梁振英往來信件的內容，區載佳表示，
這涉及個人私隱，署方不便透露內容，
但承諾會後將詢問梁振英是否願意公開
有關資料。

長毛見區載佳不願透露有關內容，
就在席上大罵區載佳是 「狗官」。長毛
在個人發言環節，又罵區載佳不懂事先
取得有關同意就來立法會是 「很蠢」。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聽罷，直斥長毛用 「
狗官」和 「蠢」等字眼，是 「冒犯官員
」，要求秘書處記錄在案。長毛卻在會
上公然講大話，指自己沒有講過 「狗官
」，又借機指陳茂波自己 「對號入座」
，並再次侮辱陳茂波， 「我都要罵你（陳
茂波）蠢，狗官！」陳茂波立即予以回擊
，指 「長毛」狂言 「是不知所謂的指控
。」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屋宇署被質疑以雙
重標準處理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僭建
問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稱，屋宇署是一視同仁，不偏
不倚地依法辦事。屋宇署表示，梁振英在僭建地庫門口建
密封磚牆無違法，但不接受該補救工程及唐英年的有關申
請。特首辦晚上發表聲明表示，梁振英委託的認可人士，
會繼續配合屋宇署，完成處理山頂物業有問題的構建物。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屋宇署對梁振英僭建
事件的執法策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重申，政府在處理有
關僭建物時，一直堅持以依法辦事、一視同仁的精神進行
，屋宇署人員對每個個案都以專業判斷和專業知識，按《
建築物條例》及現行的執法政策，不偏不倚採取適當的執
法行動，署方不會因為業主是高級政府官員或社會知名人
士，在執法上特別嚴苛或寬鬆。陳茂波又重申，實際的執
法工作是由屋宇署人員獨立進行，不受任何人士干預，他
沒有亦不會就個別個案的執法工作對屋宇署作任何指示。

會上有多名議員關注屋宇署在處理梁振英和唐英年僭
建問題上有無雙重標準，民建聯議員陳鑑林認為，目前僭
建事件被嚴重政治化，他不希望屋宇署被捲入其中。

屋宇署署長區載佳表示，唐英年申請以磚牆封地庫不
是可接受的方案。他解釋，業主要處理僭建地庫，須用回
填物料或設置縱橫交錯的支架，令有關空間不易再被進入
和使用，因此只是以磚牆封地庫入口是不足夠的。他又說
，梁振英在僭建地庫入口建的密封磚牆是屬於室內，亦不
涉及建築物結構，所以無違法。

屋署處理僭建一視同仁

▲屋宇署署長區載佳（右二）回應議員提問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侮辱官員 長毛抵鬧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對派為拖垮特區
政府施政，本周三將就行政長官梁振英僭建事件提出
彈劾動議，但部分反對派議員承認，擔心彈劾動議惹
來市民的反感。多個建制黨派表明會反對彈劾動議，
認為反對派對梁振英的 「瀆職」指控牽強，市民對反
對派不斷糾纏已感到十分煩厭，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
只會阻礙政府施政，最終令市民利益受損。市民最希
望政府能集中精力處理經濟和民生問題。

有關的彈劾議案由反對派共27個議員提出，內容
指梁振英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並拒絕在合理的時
間內辭職，因此按《基本法》第73（9）條，委託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委員
會的主席，調查後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動議需要分組
點票通過，反對派連日在報章刊登廣告，提出所謂的
彈劾理由。

譚耀宗：瀆職指控牽強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該黨12票都會投反對，

而梁振英已解釋事件，認為議員某程度上濫用《基本
法》中有關規定的機制， 「說是瀆職是硬來的，僭建
問題如何瀆職？」他續說，瀆職是十分嚴重的指控，
不能隨便找一個理由，而《基本法》中規定，除了要
有足夠的議員聯署和贊成通過外，行政長官亦要有嚴
重違法， 「很多市民覺得一日到黑都講僭建，已經覺
得很煩厭。」

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林健鋒表示，經民聯的所有
議員都會投反對票，他質疑反對派把有關議題重重複

複，不斷糾纏只會阻礙政府施政， 「講完又講，問完
又答，答完又問，但他們又沒有新意見提出，只說沒
有答問題，因為他們不喜歡有關答案。」他表示，議
員有責任做對社會和市民有利的事，希望政府盡快處
理中小企和市民面對的經濟和民生問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梁振英在處理僭
建問題上的確有疏忽，但大部分市民都希望政府解決
房屋、教育和通脹等問題，彈劾行政長官只會令新一
屆政府難以施政，最終是市民利益受損害， 「不信任
動議、權力及特權法，到現在的彈劾，都如出一轍，
希望議員能從大局出發。」他強調，工聯會會投反對
票，而市民亦不支持彈劾，希望社會不會再有太多政
治炒作。

劉夢熊：無限上綱上線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指出，梁振英的僭建事件發

生在上任前，而且只是違規，並不構成犯法，反對派
的彈劾動議是無的放矢，無限上綱上線，只是擺出政
治姿態，並無實質意義， 「應給予特首機會將功補過
，任何政治紛爭都是內耗，反對派旨在打擊梁振英的
誠信和管治權威。」

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承認要通過彈劾動議有
難度， 「有相當程度上是一個政治考量。」被問到先
後提出不信任動議、以權力及特權法調查事件，已阻
礙政府的工作，彈劾會否引起市民反感，他承認對此
感到擔心，亦理解這種想法的出發點，但聲稱 「議員
有憲制責任要行政長官說真話」。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政府早
前建議終審法院就居港權問題提請人大常
委會釋法，澄清人大常委會99年的釋法效
力，被部分學者和反對派橫加批評。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昨表示，政府正根據法律程
序處理居港權問題，強調法律問題由法庭
解決，並不存在任何推卸責任，更加不存
在不尊重法治或破壞法治。他強調，香港
有健全的司法制度，政府現時的做法妥當
，並絕對尊重法治。

袁國強昨早出訪澳門前，被問到有學
者批評政府建議法院就外傭及雙非居留權
問題，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做法時
表示，法院稍後會處理相關問題，因此他
現時不便評論太多。不過，他指政府正根
據現有法律程序，特別是根據《基本法》

第158條以及相關法院的程序去進行一項訴
訟，以處理有關問題， 「法律問題由法庭
解決，並不存在任何推卸責任，更加不存
在不尊重法治或破壞法治。」

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中午出席
一個午餐會時表示，聲稱不便直接評論政
府請求終審法院就居港權尋求人大釋法，
但又表示釋法是一個直接的程序，無人可
以私下致電和要求法官做事。

袁國強晚上返港時被問及包致金的言
論時指出，過往已講過這個議題，故沒有
特別補充，袁國強強調香港有健全的司法
制度，市民要對香港的法官有信心， 「我
們認為現在的做法妥當，而且我們絕對尊
重法治。」

梁振英說，新政府施政6個多月始終急民所急，
推出長者津貼、港人港地等政策，回應廣大市民的需
求。展望未來，施政重點將是經濟發展，以高速發展
帶動解決香港長期積累的社會民生問題，包括貧困、
老齡化、房屋、環保。

他特別指出，政府對房屋問題的認識十分清楚，
明白是土地供應不足導致樓房供應不足，從而造成現
下市民買樓難。因此，自從上任以來幾乎每天都在和
與土地有關的部門開會，討論對現有閒置土地的規劃
方案，力求在保育和發展之間求得平衡。

成立於1979年的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由法律
、會計、工程、測量等界別專業人士組成，以參與祖
國現代化建設、推動香港與內地經濟發展合作為宗旨
。梁振英從協會創辦之初開始成為會員，曾任秘書長
和會長。當晚，他為協會新一屆理事頒授證書，並勉
勵專業人士向特區政府建言獻策。

特首今晤多位獨立議員
梁振英今早邀請多位屬於建制派的立法會獨立議

員在禮賓府共進早餐，交流施政報告的意見，受邀者
包括金融界的吳亮星，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
馬逢國，旅遊界的姚思榮和商界（第二）的廖長江等
人。

另外，九龍社團聯會昨日發表對特首梁振英首份
施政報告的意見調查，最多市民關注民生福利和房屋
政策。九龍社團聯會建議，簡化現有福利措施的行政

程序，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梁振英今早亦邀請多位建
制派的獨立議員在禮賓府共進早餐，交流施政報告的
意見。

九龍社團聯會在去年8月7至10日，及10月18至29
日，透過電話分別隨機訪問2116和3921位市民，調查
他們對特首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的意見。兩次調查都
發現，民生福利和房屋政策最受市民關注，其次是經
濟及就業、教育及環保和政制及法律。其中關注民生
福利的市民在10月比8月升近5.8%，反映市民臨近施
政報告出爐，期望當局推出措施紓緩貧富懸殊，而關
心房屋政策的市民在兩次調查先後佔26.1%及25%，
並無受到額外印花稅影響，反映市民對房屋有長遠需
求。

九龍社聯促加強扶貧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香港貧富懸殊

問題嚴重，堅尼系數已高於0.4的警戒線，扶貧工作
的力度必須進一步加強，政府應將民生及扶貧放在施
政報告的首位，制定政策。她又指出，當局有逾30種
福利措施，但申請的入息資產審查五花八門，往往使
申請者多次填寫表格，並向不同的政府部門申請，工
序繁瑣，她建議政府研究把有關申請資格劃一，簡化
申請手續，提供一條龍服務。

王惠貞又說，過去政府缺乏長遠的房屋策略，令
青年及中下階層難置業，她期望政府在施政報告中，
明確提出未來房屋及土地供應的數量及時間表，增建

公屋。她續稱，現時每當政府提出改變土地用途，在
地區興建公屋，均遇上不少阻力，尤其鄰近居民擔心
影響樓價及景觀，她希望社會各界齊心支持加建公屋
，並建議通過開發河套地區，增加土地供應。

濫用機制 浪費社會資源
反對派彈劾動議 市民反感

▲梁振英表示，新政府施政6個多月急民所急，推
出長者津貼、港人港地等政策，回應廣大市民訴
求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