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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市民聚首 實事求是論施政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A16港聞責任編輯：梁曉斌

應以客觀數字
評論房策成效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接受電視台訪
問時表示，現階段不適宜評論是否曾向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承諾
，會邀請他加入行政會議，但強調自己無懼、無私，亦不會干預執法
部門工作。他亦強調，自己在僭建問題上並沒有虛構專業人士驗樓一
事。

劉夢熊早前接受周刊訪問，指梁振英曾承諾過委任他入行政會議
，昨日被問及是否有此事時，梁振英指不會評論。他指出： 「劉夢熊
先生自己講，廉政公署的調查和拘捕，有關其本人和這件案，我不應
該討論。但有一點我覺得需要講，我作為行政長官，我所有公事上的
決定，都是無懼、無私的。我不會干預執法部門，包括廉政公署的工
作。」至於委任行會成員有什麼準則，梁振英說： 「四個字：用人唯
才。」對於是否有考慮過委任劉夢熊做行會成員，以及劉夢熊是否表
達過想入行會，梁振英都表示： 「不會討論我與劉夢熊之間的任何討
論」。至於劉夢熊是否有寫信給他，梁振英也指現時不適合討論，又
指就這個問題，他會在稍後有需要時會出來交代。

對於劉夢熊指他在僭建問題上說謊，梁振英強調， 「我購買時，
業權和建築問題，都是這三位專業人士幫我睇，兩個月前的聲明，如
果大家找出來看，詳細睇，大家在裡面會搵到答案。兩個律師有名有
姓，另一個測量師，因為不收費、朋友身份，所以我不想披露佢個名
。」他又指，除了建築測量師，兩個律師也會看同土地業權有關的問
題，如：泳池、花園在哪裡等。

此外，被指在私人飯局中曾表示與 「泛民」是 「敵我矛盾」，梁
振英回應說，當選前後都有主動邀請 「泛民」一起食飯見面，早前就
與工黨吃過早餐，但是有些黨派不接受邀約。他強調，重視與立法會
所有黨派合作。

抱大決心回應社會住屋問題

有意見認為，施政報告提出的房屋供
應量少過梁振英競選政綱的承諾，指梁振
英 「向地產商跪低」。梁振英反駁說： 「
你（主持人）剛才講 『向地產商跪低』，
有無實例呢？」梁振英指出，現時大興土
木、移山填海，並不排除任何方式增加房
屋和土地供應，包括如果有地產商 「囤積
抬價不賣樓」，不排除以任何方法處理。
梁振英又指，新政府上任後推出買家印花
稅、特別印花稅，好多地產商都非常反對
， 「過去15年，無一個行政長官，無一個
政府咁大決心，回應社會關注的房屋問題
。」對於新界東北發展問題，梁振英表示
，會以新市鎮方式進行。他又指，無論位
於新界東北的地是農民的，還是地產商的
，當局都會利用法例收地。

將致力營造住屋階梯
對於如何協助中產置業，梁振

英表示，會致力營造住屋階梯， 「
多些梯級給大家行」。只要中產不
能達到置業目標，政府就會提供協
助，並視乎當時市場狀況，提供不
同形式協助。他認為，單純提高置
安心或居屋入息上限，只不過令申
請人數增加，但單位供應仍維持原
來數目，並非切實解決問題的方法
。梁振英說，要解決市民住屋問題
，必須有足夠土地，建更多資助房
屋，否則只會 「捉襟見肘，僧多粥
少」，變成空談。

但梁振英指出，增加土地供應

並非即時可以做到，他已提出透過開發土
地及填海等工作，增加土地儲備，同時加
快樓花審批，增加地積比，將政府用地改
規劃成住宅用地，增加住宅供應。梁振英
又指，過去六個月，當局採取措施壓抑內
地來的買家以及壓抑炒家，去年一年共有
超過18000個私人樓宇正在施工，創過去10
年新高。他希望社會以客觀數字，評論政
府解決房屋問題的成效。

至於曾在競選時提出標準工時立法，
梁振英否認是為了討好公眾， 「政綱中所
講的任何事情，我全部一步一步落實，包
括有關標準工時的工作。政府要推動一件
事，都要社會有一定共識才可以做。」被
追問對標準工時立法的立場時，梁振英說

，施政報告中提到的委員會將作討論，如
果結論是要立法，政府一定推動，政府亦
已經發放一些有關標準工時的海外經驗。
他表示，標準工時已行出一步，不希望一
開始僱主和勞工界已經有嚴重分歧。

已解決不少爭議性問題
梁振英亦指出，新一屆政府上任半年

以來，已經解決了很多社會好關心，但也
好有爭議性的問題，包括： 「港人港地」
、雙非孕婦 「零配額」、買家印花稅、長
者生活津貼以及增加土地和樓房供應等，
「（上述措施）全部成為我們今日施政的

成果，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對於何
時才展開2016年立法會選舉和2017年普選

行政長官的政改諮詢，梁振英指出
，兩個選舉都不是2013年的事，距
離2016、2017年還有時間，而且社
會對普選問題的認識有一定基礎，
到要討論2016年立法會選舉和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問題的時候，並不
是 「從零開始」。至於是否擔心不
能完成5年任期，梁振英指這是好
典型的結論性問題，他說： 「我們
下了很大決心，我們有承擔，我們
有規劃，而且有時間去做事。」被
問及會否鋪路4年後再參選，梁振
英則表示， 「5年也好，10年也好
，好多工作都要長遠做」，他希望
帶領整個團隊，做到成績，令整個
社會一步一步解決長期存在的深層
次矛盾。

房屋與土地供應是行政長官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的重中之重，但坊間對相關政策的反應卻不一
致。梁振英昨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強調： 「過去15年無一個行政長官、無一屆政府咁大決心，回應
社會關注的房屋問題」 。他希望各界能夠以客觀數字，評論政府解決房屋問題的成效。對於有批評
指施政報告與政綱不符，梁振英指出，政府上任半年多，已經解決了不少有爭議性的問題；他強調
政綱提到的政策，很多都正在一步一步落實，包括標準工時都有 「向前行」 。

本報記者 石璐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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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施政報告
發表後，社會團體紛紛就施政報告發表意
見，由 「愛港之聲」主辦的 「愛香港、撐
政府」實事求是施政公開論壇昨日舉行，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及香港理工大學
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陳文鴻出席論壇，從
經濟發展、民生問題等方面提出意見。約
400位市民積極參與論壇，並與演講嘉賓互
動。

劉迺強：造餅分餅同樣重要
劉迺強在演講時指，政府應 「大刀闊

斧」處理住屋、貧窮等民生問題，他認為
，經濟是民生問題的根源，建議政府集中
精神發展經濟。他表示，贊成經濟發展與
改善民生應成為良性循環，他說， 「造餅
同分餅同樣重要」，現時政府在落力 「造
餅」的同時，亦應注重社會財富的分配問
題，例如GDP增加產生的附加值，及是否
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等。

劉迺強表示，支持梁振英政綱中 「適
度有為」的原則，亦支持政府將產業 「做
多做寬」，認為施政報告中應推出促進產
業發展的配套政策。他指，政府在施政報
告中為了平衡各界不同聲音，求 「穩」多
於求 「變」，傾向 「保守」。他說， 「施
政報告點寫，反對派都鬧，與其咁樣，倒
不如把握一年一度宣傳政府施政理念的機
會，果敢地回應市民要求，直接爭取市民
的支持」，希望政府在未來施政時，表現
出魄力。

陳文鴻：環保產業不能忽視
陳文鴻亦重談論施政報告中，有關

發展經濟的政策。他認為，政府應從香港
的整體利益出發，突破困境，充分利用本
港低稅制、體制等優勢，提升整體貿易、

零售及就業。他表示，經濟發展是本港的
核心問題，認為經濟問題處理得是否得當
，直接影響未來包括公屋申請人數、貧窮
等社會問題。他指，與香港臨近的廣東省
，近年來經濟發展勢頭良好，特區政府應
考慮與其合作，幫助本港發展經濟。他還
說，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已經超過長江三角
洲，政府亦可尋找兩地的合作機會，改善
與珠三角的貿易關係，從而改善香港內部
的經濟，例如將消費轉移至本港， 「在口
岸搞批發、零售的貿易等」。

陳文鴻特別指出，根據中央的意見，
香港應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在環保、
低碳等方面有所作為。他說，施政報告提
到環保，但還應制定完整的環保、低碳政
策，如每年計算減少排放廢氣的具體數字
等。他認為，全世界的能源成本持續增加

，由於空氣污染嚴重，醫療成本亦受環保
因素的影響，因此重視環保可減少成本。
他亦提醒政府，環保本身就是一個新的產
業，是新的經濟發展趨勢。

劉迺強與陳文鴻都表示，施政報告中
花費不少篇幅於房屋政策，認為施政報告
應規劃未來5年香港的整體發展，並給出大
方向，而不是集中討論某一問題。

兩人還與到場參與論壇的近400名市民
展開對話，不少市民表達了對政府施政的
支持，贊成政府發展經濟。愛港之聲發言
人高達斌說，今午3時至6時，將於香港仔
街市、北角港鐵站、尖沙咀清真寺、旺角
步行街、元朗大馬路、荃灣港鐵站等多個
地方，收集市民對政府施政的心意卡，並
會與昨日論壇的錄像一同於周二轉交給梁
振英。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表示，本港的
選舉在陽光下進行，一向公平、公正、公
開及透明度高，而選舉制度的嚴肅及認真
，不會因個別人士的一己之見而有所動搖
。譚志源又說，政府與 「泛民」無敵我之
分，在推動政改問題上，會爭取建制派及
「泛民」的支持。

譚志源昨日出席工聯會慶祝65周年《
白毛女》劇慈善籌款專場活動時表示，不
會具體評論近日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
的有關言論，但強調本港的選舉在陽光下
進行，是公平、公正、公開及高透明度，
而選舉制度的嚴肅及認真，不會因為個別
人士的一己之見而有所動搖，任何人如果
發現違規，可向執法機構投訴，當局會依
法秉公辦理。

至於有關 「矛盾論」的說法，譚志源
強調，政府與 「泛民」之間絕對沒有敵我
之分，當局要處理好行政與立法的關係、
要做好管治就必須不分黨派地爭取支持，
他在新一屆立法會會期展開後，亦有跟不
同黨派見面，包括 「泛民」的議員。譚志
源又重申，特首與特區政府在多項議案，
以及至少要有三分二的議員支持才能通過
的普選問題上，都會同樣爭取建制派及 「
泛民」的理解和支持。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接受電台訪問時稱
，梁振英在去年競選期間絕對沒有對他作
出任何職位承諾。而在長者生活津貼議題
中與反對派議員僵持多月的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指，政府與黨派之間不存在敵
視，但今年仍是選舉完畢後不久，很多議
員要履行競選承諾並受到很大的壓力，令
政治生態發生改變。

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昨日出席公開活

動時稱，他沒有被要求在特首選舉中投梁
振英一票，以換取行會成員的席位，他加
入行會是希望多為商界發聲。他又說，是
非應由大眾判斷，他不會就任何人的言論
，作魯莽的判斷，亦暫時看不到立法會有
急切需要引用特權法，以邀請梁振英及劉
夢熊到議會解釋事件。他又不認為反對派
與建制派是敵我矛盾，指梁振英上任後有
持續與建制派及 「泛民」交流。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出席另一個
公開場合時則表示，他認識梁振英十多年
，其為人 「深沉」，不會輕易向別人許下
諾言。當被問及梁振英是否應就事件向公
眾澄清時，他以 「天方夜譚」比喻今次事
件，認為特首應專心政務，現階段無需對
「無根據」的指控做出回應。他亦 「見不

到賄選的情況出現」。
劉迺強又表示： 「梁振英的民望穩定

，升跌在統計誤差之內。」他形容今次事
件是私人恩怨，不會損害梁振英的名譽，
「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唔會因呢樣

嘢入梁振英數」。

譚志源：選舉制度嚴肅認真

【本報訊】記者李盛芝報道：行
政長官梁振英日前發表任內首份施政
報告，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昨日出
席電台節目時認為，施政報告有物色
土地，以增加房屋供應的目的，報告
有70分。他希望，市民要客觀審慎了

解，若真的有不足之處才去批評。
施永青認為，現時的樓市泡沫情

況，是貨幣泡沫所造成，要降低樓價
並非沒有辦法，他認為 「施三招」有
助樓市。 「增加土地供應，迫使地產
商賣予一般市民；將政府在去年10月

推出的買家印花稅（BSD），擴展至
所有曾買樓人士，為期5年；在賣地時
要求發展商預留部分單位，售予首次
置業的香港居民，相信可令樓價下降
一半。」同時，施永青覺得，近來樓
市的升幅的確不合理，但市民於施政
報告後高追入市更是不理性的行為。
他呼籲市民必須留意及了解身邊的環
境後才入市。

施永青讚物色土地增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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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日出席電視台的節目時表示，希望各界能夠以客觀數字，評論
政府解決房屋問題的成效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梁振英在完成電視台節目後乘車離開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梁振英重申政府回應房屋問題的決心 資料圖片

▲劉迺強（右二）及陳文鴻（右三）出席愛港之聲舉辦的施政報告論壇。左一為高達
斌，右一為論壇主持人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譚志源強調政府與 「泛民」 無敵我
之分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