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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施政報告三大理念有創意 全民投票鍾庭耀呃人

社 評 井水集

特首梁振英昨日出席 「傑出企業社
會責任獎」 頒獎禮，在致詞中提出了三
個P的說法：PROFIT利益、PEOPLE人
和PLANET地球，具體來說就是重視發
展經濟、施政以人為本以及改善空氣質
素。

特首首份施政報告上周發表後，有
評論認為光有措施、欠缺理念，那麼，
梁振英昨日有關三個P的闡述，正好可
以看成是其未來施政方針的三個基本立
足點，而三個P的取向務實、可行，不
僅應該成為政府的施政基本理念，在港
人社會中也應該形成共識和得到推廣。

事實是，不論是從政府施政角度，
還是從市民大眾利益的角度出發，三個
P：發展經濟、以人為本、重視環保，
都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必由之路。否
則，經濟不發展，庫房沒有財力，五年
建七萬五公屋單位只能是紙上談兵；施
政不以人為本，不把市民利益放在第一
位，就算有了七萬五公屋，社會也難言
和諧；同樣，環境惡劣，空氣質素越來
越差，就算經濟發展、住屋解決，人們
也不會感到愉快。

因此，要評論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

到底有無理念，不應只攻其一點、不及
其餘，或只見眼前局部、不把目光放遠
，就得出了施政報告對改善住屋、環保
或其他問題 「無效」 的結論。

而要評估梁振英施政，不妨就以三
個P為對照，看看施政報告是怎麼想、
怎麼說和準備怎樣做的。

頭一個P：利益或利潤，施政報告
第二章開宗明義說得十分清楚：本港要
解決房屋、貧窮、老年社會和環境問題
，必須有持續的經濟增長，所以促進經
濟發展是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標，而要發
展經濟，政府就必須 「適度有為」 ，重
新制訂全面的產業政策。而施政報告發
表翌日，一個跨部門、跨界別的 「經濟
發展委員會」 立即宣告成立，研究如何
利用好香港固有的優厚條件，利用好國
家給予的機遇，力研究和制訂擴闊經
濟基礎、促進長遠發展的整體政策和策
略，重點就航運業、會展及旅遊業、高
科技及文化創意產業及專業服務業四個
方面向政府提出具體建議。

同樣，也是在發展經濟這一個P的
大前提下，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透露了
多項推動港與內地經貿關係的措施，包

括由特區政府與國家商務部成立進一步
完善落實CEPA機制的聯合工作小組，
協助業界特別是中小企解決運作中的問
題。

第二個P人，以人為本、施政為民
，在特首首份施政報告中可以說得到了
最充分的體現，扶貧、安老、助弱，不
僅有目標和措施，對一些敏感問題如全
民退休保障也沒有迴避，指出如果全由
公共財政負擔，不加稅難以成事；如果
由政府、僱主、僱員三方供款，也涉及到
負擔能力和可持續性等問題，需要以開
放、務實及審慎的態度深入探討和處理。

第三個P地球，施政報告提出以資
助方式協助車主，分階段淘汰舊式商業
柴油車，以大幅降低馬路上的空氣污染
，又提出已準備立法實施遠洋輪船 「泊
岸轉油」 ，即輪船停泊在香港岸邊期間
必須改用低硫柴油，以減低對本港水域
的污染。

對施政報告中的這三個P，特首梁
振英要求大、中、小企業都要履行社會
責任，予以合作和推動。三個P是一個
很清晰的概念，易說易明，在市民大眾
中也不妨多加說明和推介。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宣
布與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聯合
成立 「民間全民投票計劃」 ，日後將
會由民間團體及 「政治領袖」 發起，
就 「社會及公眾利益重大事件」 進行
「全民投票」 。

鍾庭耀還聲稱，投票的議題 「必
須絕對清晰和毫不含糊」 ， 「最好針
對主流民意分歧之處」 ……。

鍾庭耀是本港的 「民調」 專家，
回歸以來即不斷進行 「民調」 ，更曾
公開 「哭訴」 指特首董建華及港大校
長鄭耀宗向他 「施壓」 ，要將他 「陰
乾」 ，事件最終導致學生示威，鄭耀
宗校長下台，可見這位 「民調」 專家
利用群眾情緒、無事生非的本事不小。

不過，鍾庭耀這次要聯合另一家
大學相關部門，把他的 「民調」 活動
擴大，而且取了一個 「民間全民投票
計劃」 的名字，其 「學術野心」 不說
，其亂港圖謀則毫無疑問是更加明顯
、也更加猖獗了。

試問：什麼叫民間？什麼叫全民
？什麼叫投票？答案是：鍾庭耀完全
是在歪曲事實、偷換概念。

當然，對以 「民調亂港」 起家的
鍾庭耀來說，一定會振振有詞的以去
年的特首選舉期間所搞的 「全民投票
選特首」 吸引了數萬市民投票的事件
為例，以證明其 「全民投票」 的成功
和必要。

但是，鍾庭耀不要忘了，所謂有
數萬市民參與的 「全民投票」 ，是一
次真的有實際意義和作用的投票嗎？
投票的結果，體現在什麼地方？起到
了什麼作用？答案是沒有。除了為鍾
庭耀個人增添他 「民調亂港」 的本錢
外，對特首選舉、對特區的政治和政
制發展，一點正面作用也沒有。

當然，在特首選舉以至普選等重
大議題上，全港市民完全有權公開表
達意見，包括支持或反對的意見，但
完全無須透過鍾庭耀的所謂 「全民投
票」 去進行。

鍾庭耀的 「全民投票」 ，與黃毓
民的 「全民公投」 完全是一路貨色，
根本不是學術，而是一種針對基本法
和抗中亂港的 「政治投票」 。部分市
民是被這名 「專家
」 利用和騙了。

加強內加強內交交 準備外訪準備外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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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CEPA簽署十周年，梁振英在午餐會上
演講時表示，過去十年的經驗表明，香港所有的
經濟部門都受益於積極主動的政府政策和支持，
而如果設置了正確的目標和戰略，則可迅速取得
成效。梁振英指出，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一系
列支持香港工商界發展的措施，包括：特區政府
將與內地政府成立CEPA聯合工作小組，幫助港商
充分利用CEPA的優先措施，在 「大門已開」的情
況下 「打開小門」；當局還將重組大珠三角商務
委員會成為 「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
，旨在聽取港商的反饋，更好地發揮特區政府G2G
（政府對政府）的角色；建議拓寬 「先行先試」
措施由廣東省到泛珠三角其他省區。

倡拓寬先行先試措施
隨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等基建的陸續

通車，梁振英預計未來十年粵港合作的深度和廣
度均會超越以往。梁振英說，這些基建可能會改
變香港的社會景觀， 「我們可以站在一旁觀望。
或者，我們也可以嘗試從中獲益。」梁振英亦指
出，為了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他宣布成立了經
濟發展委員會和金融發展局。他期望這些機構的
成員不只是提供評論或分析，而是為政府制定政
策提供建議，推動香港發展。

梁振英在演講中亦表示會加強 「內交」和外
訪。他說，自己已準備好展開 「內交」工作，將
與內地主要城市和省份的最高領導人建立緊密聯
繫，並代表港商進行游說工作。在強調提升與內
地商貿合作的同時，梁振英表示，當局亦會積極
尋求與全球的貿易夥伴締結自由貿易協定、促進
和保護投資協定等，在今年稍後時間他會展開外
訪行程。

香港總商會立法會代表林健鋒在提問時指出

，G2G是協助本地企業進入新興和高增長市場的關
鍵，他關注梁振英何時展開行程，帶領本港商界
開拓這些市場。梁振英說，他將在兩周後，即農
曆新年前到內地訪問，負責不同政策並熟悉內地
情況的問責局長亦會隨行。而今年三月初兩會召
開和三月中兩會閉幕時梁振英會兩度到訪北京，
他說屆時會拜會新任命的高層官員。至於外訪行
程，梁振英說，他已打算到一至兩個主要的國家
展開訪問，待與東道主確定後即會公布。

農曆新年前到訪內地
而有來自中華總商會的代表表示隨內地迅

速發展，有人擔心，長遠而言香港可能被邊緣化
，關注如何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梁振英認為，
政府並非是做預測，而是採取行動和做決策使香
港處於有競爭力位置。對於商界如何幫助香港提
升競爭力，梁振英說，商界最清楚如何營商，也
知道需要什麼，因此，首先他希望他們將「願望清
單」告知政府。梁振英亦指出，他希望商界能夠從
香港的整體利益出發，循長遠方向思考和投資。

廠商會副會長吳永嘉在提問時關注政府會否
考慮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如科技和創意產業、檢
測和認證行業提供稅收優惠。梁振英表示，香港
一直保持一個簡單明瞭的稅制，但可以有例外
，在過去也有過例外。但他需要在與財政司司長
商討相關細節之前，明確稅收激勵政策將不只是
使有關的行業得到利益，而是讓整個香港獲益。

房屋和土地供應是行政長官梁振英
首份施政報告的重中之重，他昨日出席
商界聯席午餐會時表示，日後可能需要
一個中央機構，統籌協調房屋和土地供
應。梁振英亦表示，施政報告提出的土
地及房屋主張切實可行，所有預測數字
都是確實。

被問到是否需要成立一個中央機構
統籌處理土地和房屋問題，梁振英笑說
： 「這個機構現在叫做行政長官」。他
指出，目前至少有六個政府部門共同處
理土地房屋供應，過去半年他每天都開
會統籌相關部門處理房屋和土地供應問
題： 「在我的日記中，接近每天都會有
最少一個會議關於提供土地作住宅供應
，當然亦包括商業土地，這顯示政府工
作的密度。」

梁振英又表示，日後可能需要一個
部門統籌房屋和土地供應，他引述曾有
建議認為應由一個副司長級別的人負責
，但他預計若提出這個建議，會在立法
會遇到 「拉布」： 「過去有建議，不只
是近期，或者我們要有一個人出任一個
級別類似副司長的去協調這些政府部門
的工作，提出這個建議的甚至有一個職
銜給這個辦公室──建築環境副司長。
」梁振英說： 「我們腦海中有一些想法
，但我有預感，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
我們會再次面對立法會 『拉布』。」

而在演講中談及施政報告提出多管
齊下增加住宅土地供應的措施，梁振英
表示，他相信建議措施切實可行。梁振
英說，在開發和重新規劃的過程中，有
很多不同的選擇，但沒有一個是完美的
。 「我們必須做出艱難的選擇。」

特
首
：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出席商界聯

席午餐會，向商界簡介上周發表的施
政報告的主要內容。梁振英表示，他
已準備好加強施政報告中所提出的 「
內交」 ，他將在未來兩個多月的時間
裡主動拜訪多位內地新任官員，重點
加強特區政府與內地各省市政府的交
往，幫助港商落實CEPA細節；同時
，他也計劃在今年稍後時間展開外訪
，爭取簽訂更多自由貿易協定。梁振
英希望商界可以將 「願望清單」 告知
政府，並在營商時更多地考慮香港的
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

本報記者 石璐杉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出席第二屆 「傑出企業社會責
任獎」頒獎典禮時，以三個 「P」解讀其上周發表的施政
報告，包括：Profit（利潤）─重視經濟發展；People
（人）─以人為本，重扶貧、安老；Planet（地球）
─致力環保。

梁振英在致辭時表示，他在第一屆 「傑出企業社會
責任獎」頒獎典禮上，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就是在企業
追求利潤（Profit），這個 「P」以外，要同時追求對另外
兩個 「P」的責任，這兩個 「P」就是：人（People）和
地球（Planet）。他說，上周他在立法會宣讀的施政報告
，亦涵蓋了三個 「P」的範疇。

Profit─ 追求利潤
梁振英指出，第一個 「P」──Profit，來自經濟發展

。他說，要重視經濟發展，因為香港需要有較高速度和
持續的經濟增長，才有能力解決民生問題。所以他在施
政報告中表明政府會 「適度有為」，協助企業，拓闊商
機，將產業 「做多做闊」。

People─ 以人為本
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梁振英表示，特區政府亦

十分重視另外兩個 「P」──People和Planet。他指出，新
一屆特區政府是一個 「以人為本」的政府。在施政報告
中，扶貧、安老、助弱是其中一個重點，但除了政府之
外，商界參與及社會動員亦是建立關愛社會的重要一環
。為確保有需要的市民基本生活受到保障，香港需要有
健全的社會支援制度和與時並進的政策措施。不過，要
改善民生，在政府的能力之外，更需要動員和凝聚社會
的力量，共同推動社會發展。此外，梁振英指出，他在
施政報告中，亦說明了建立共融文化的重要性。雖然目
前政府已在教育和培訓投入大量資源，但是他深信就業
才能夠確保有特別需要的群組融入社會。因此，他呼籲
各位僱主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給殘疾人士和少數族裔等有
特別需要的人士，讓他們有機會投身社會，發揮所長。
政府亦會以身作則，聯同商界和非政府機構進一步為他
們提供就業機會，讓他們盡展潛能，並鼓勵共融文化，
建立關愛互助的社會。

Planet─ 致力減排
至於第三個 「P」─Planet，梁振英說，這個問題

上香港得天獨厚，城鄉郊野在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一應俱全，動植物物種豐富。正如他在施政報告中指

出，為世世代代香港人的福祉，政府和市民必須身
體力行，改善環境。他指出，特區政府致力改善空
氣質素，已建議預留100億港元以資助方式分階段淘
汰老舊商業柴油車輛以降低路邊空氣污染，還提出
要減少船舶排放以減少空氣中的污染物，並籌備立
法規定 「泊岸轉油」。
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在三個 「P」的工作能否有

成效，有賴社會各界的齊心合作和支持。他期望不論大
、中、小企業，都可以履行社會責任，在People和Planet
這兩方面都多做工夫，達致企業與社會共贏。

研設中央機構
統籌房屋土地

▲梁振英（右）表示，他已準備好加強 「內交」 ，幫助港商落實CEPA細節；同時計劃外訪爭取
簽訂更多自由貿易協定。旁為香港總商會主席周松崗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中華總商
會會長楊釗
（右）向特
首梁振英致
贈 「務實為
民」 橫幅
本報記者
黃 閩攝

◀梁振英出席
傑出企業社會
責任獎頒獎典
禮時，以三個
「P」 解讀其
上周發表的施
政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