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過一連三日近37小時辯論，行政長
官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在反對
派議員聯手下遭到否決。多名建制派議員
發言時，都批評反對派議員 「對人不對事
」 ，對政府用盡尖酸和侮辱的言詞，令行
政立法關係前所未有地緊張，希望議會家
和萬事興，齊心為香港發展尋求出路。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政府重視與議會
的溝通，絕對 「無分黨派，沒有敵友之分
」 ，相信社會齊心一意，才能建立美好的
香港。

本報記者 戴正言

林鄭：建港須齊心無分敵友
反對派對人不對事 致謝議案遭否決

貧窮線不與社福資格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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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議案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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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立法會

功能團體議員

劉皇發、石禮謙、張
宇人、林健鋒、梁君
彥、黃定光、李慧
、林大輝、陳健波、
葉國謙、吳亮星、何
俊賢、易志明、姚思
榮、馬逢國、陳婉嫻
、郭偉強、張華峰、
廖長江、潘兆平、鄧
家彪、盧偉國、鍾國
斌、謝偉銓（24人）

何俊仁、涂謹申、馮
檢基、李國麟、梁家
騮、張國柱、莫乃光
、梁繼昌、郭榮鏗、
葉建源（10人）

方剛

地方選區議員

陳鑑林、譚耀宗、
王國興、陳克勤、
梁美芬、黃國健、
葉劉淑儀、謝偉俊
、田北辰、田北俊
、陳恒鑌、梁志祥
、麥美娟、葛珮帆
、蔣麗芸、鍾樹根
（16人）

李卓人、梁耀忠、
劉慧卿、湯家驊、
何秀蘭、梁家傑、
梁國雄、陳偉業、
黃毓民、毛孟靜、
胡志偉、范國威、
陳志全、陳家洛、
郭家麒、張超雄、
單仲偕、黃碧雲
（18人）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第3日討論
施政報告致謝動議，多名政策局長分別就施政報告中
的扶貧、環保、教育等範疇的政策作出回應。對於有
議員認為施政報告中的扶貧措施不足夠，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表示，有關評論有欠公允，政府早在施政報
告前已推出多項扶貧措施，扶貧委員會會就貧窮線進
行數據分析，相信年內可訂出貧窮線。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辯論施政報告致謝動議
時表示，政府在施政報告前已推出多項扶貧工作，包
括長者生活津貼、優化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等，其中長
者生活津貼是一項重大的扶貧措施，很高興在立法會
的努力下，4月可向長者發放。

入息中位數一半劃界
至於制訂 「貧窮線」的進度，林鄭月娥表示，專

責處理 「貧窮線」問題的社會保障及退休保障專責小
組已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小組成員一致同意採納相對
貧窮概念制訂 「貧窮線」，並傾向以家庭入息中位數
的一半制訂一條貧窮主線。她承認，這個劃線有一定
局限，如純以住戶收入為標準，未能計入資產，或統
計上將永遠有一部分人士被界定為貧窮等。下一步政
府會進行數據分析，了解 「貧窮線」下的住戶的社會
、經濟、住屋等特徵，更針對性地制定扶貧政策措施

，相信年內可制訂 「貧窮線」。林鄭補充，貧窮線不
一定會和須經資產審查的福利政策申請資格掛，政
府也不會向貧窮線以下的個人或家庭提供自動補貼。

除扶貧政策外，議員亦關注施政報告中沒有具體
提及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的措施。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表示，施政報告實而不華，在勞工福利方面積極
進取，顯示政府的承擔，而有關全民退休保障的議題
，由於具爭議性，社會上未有共識，因此需要小心研
究。至於標準工時問題，張建宗表示，有關議題已放
入政府議事日程，並成立了專責委員會，今季內會完
成籌組工作，集思廣益，研究推動立法工作。

百萬 「換車」 成本難轉嫁
此外，施政報告提出， 「大手筆」預留100億元

分階段更換商業柴油車，但有運輸業界議員擔心，業
界未必能真正受惠。

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指出，很多運輸車除了車
架外，還需加裝冷凍櫃、吊機等配件。即使政府提供
資助，亦要上百萬元更換車輛，這些成本難以轉嫁，
令運輸業界百上加斤。他亦擔心，市場未必有足夠車
輛，短期內取代近80000部柴油商業車。民建聯的陳
克勤則建議，政府多與業界商討，避免重蹈以往兩次
資助計劃的覆轍。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回應表示，政府淘汰歐盟3期
及之前的柴油商業車措施，已考慮業界對自願換車計
劃的意見，提供更大彈性，包括提供車津貼的選擇
等，但對業界建議不論車主是否購買新車，都可獲得
相當於新車車價30%的資助的建議，當局有所保留。
黃錦星認為，有關建議會對車齡較短的車主不公平。
黃錦星又表示，當局會繼續收集業界意見，希望完善
計劃。

特首二度見民主黨議員
【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昨邀請民主黨5名立法會

議員到禮賓府共晉早餐。今次是梁振英上任以來，第2次
邀請民主黨見面。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會面後表示，雙方
談論過房屋、扶貧及政改方面的問題，她希望行政長官在
政策未出台前，先作諮詢，可有利政策順利通過。她又表
示，這次見面並非為施政報告的致謝動議拉票。據了解，
民主黨下周二將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會面，反映對預算案
的意見。

田北俊：自由黨不會倒梁
【本報訊】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昨出席電台節目《

星期五主場》時表示，自由黨屬於建制派，但不是 「挺
梁」，亦不會 「倒梁」，會給機會行政長官在兩年內解決
房屋及扶貧等問題。

對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田北俊表示，支持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要有低門檻，但不認同屆時立法會要
廢除所有功能組別，因立法會需要有不同界別、不同專業
的人士參與，才能有廣泛代表性，否則會好像外國議會一
樣，只有政客議政。

對於社會近期關注的奶粉問題，身兼旅發局主席的田
北俊強調，旅發局想來港的是遊客，並非水貨客，沒有想
過自由行會引發部分內地人一日多行來港買水貨。他擔心
，日後除了奶粉，內地若有任何貨品缺乏，都會出現同樣
情況，建議當局限制自由行旅客一日一行。

麥齊光擬任港大講師
【本報訊】政府昨日公布，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

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已就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在
二○一二年七月離開政府後擬擔任的工作給予意見，據了
解，麥齊光擬受聘於香港大學為兼職講師。

諮詢委員會認為，麥齊光在遵循委員會所提出若干意
見的前提下，離職後擬擔任的工作不會構成任何潛在的利
益衝突，諮詢委員會亦不預期有關工作會引起負面公眾反
應或公眾觀感。

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鄭慕智、梁乃鵬、成小澄、雷
添良、廖柏偉。諮詢委員會在考慮每宗個案時，均會參考
有關前任政治委任官員所提供的資料、有關政策局或辦公
室的評估，以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指引所訂明的提
供意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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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公司條例》在進行修訂之
際，有立法會議員被揭發在公司董事
註冊時填錯了地址。

填報地址是很簡單的事，自己住
在哪兒，自己最清楚。連這個也填錯
，是否基於太忙，抑或有關表格有問
題，又或者這些 「瑣碎事務」平時由
家人慣於代勞，一旦自己動手，便搞
錯了也不自知？總之，作為政壇人物
，事事必須小心，今後應該好好警醒
。筆者覺得奇怪的，是連大狀議員也
填錯了住址，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普通人誤把辦公地址當作住址尚
且是 「大頭蝦」之故，但連大狀議員
都這樣搞錯便難辭其咎了。事務性律
師須視地址為基本資料殆無疑問，作
為常上庭的大狀，呈堂資料更應正確
無誤，而地址這種資料更是 「基本過
基本」，連這些都搞錯，其大狀資格
究竟從何而來？

由此也可以看出，這類大狀議員
，自己的事不好好處理，卻專 「撩」
別人的事；自己缺乏自我檢討精神，
卻常站在道德高地，指責別人不是。
「我是不會有錯的，有錯的是你」，

常叫人下台，無事生非。連自己的基
本問題都沒有執正，正如自己家中亂
七八糟好少理，卻走到隔鄰大罵人家
「亂七八糟」，結果是浪費資源、浪

費力量，令政府無法專心做好民生工
作，令社會內耗，撈選票心態顯露無
遺，自私自利得交關。

另一方面，作為媒體，作為監督
有關方面工作是否一心為民的真正媒
體（強調 「真正」，是因為有些並沒

有資格稱為媒體），今後應作多方面監督，監督政
府固然需要，監督議員也是你們的責任，選擇性地
監督，例如令公眾覺得只有官員才有僭建而議員
（特別是反對派議員）則 「身家清白」，也是
在 「拉是拉非」，是在製造更多社會
問題而不是在幫助解決社會問題，同
樣要不得。

被斥為 「對人不對事」的反對派議員，大部分繼
續 「主打」政制問題，都在辯論環節中大肆抨擊政府
，批評施政報告談論政制部分的內容不多，民主黨劉
慧卿則稱，施政報告對行政立法關係隻字不提，空洞
無物，希望政府盡快啟動諮詢。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民建聯李慧琼指出，政府上
場七個月，已有兩個局長被提出不信任動議，行政長
官梁振英面對了反對派的 「三部曲（不信任動議、權
力及特權法、彈劾）」，令行政立法關係前所未有地
緊張，特別是部分政黨不用理會大多數市民利益，只
爭取小眾選民支持，走向民粹， 「用字尖酸，冇句好
話，批評已是對人不對事。」她續說，政制改變需要
長時間討論和醞釀，而改善關係在於誠意，非單白紙
黑字的官樣文章可做到。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亦提到，市民對反對派議員不
斷攻擊和侮辱梁振英，已感到相當厭煩，他希望可以
議會能家和萬事興，不要只是責罵指責，一同就政府
政策提供意見。支持致謝動議的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
大輝表示，只要各界能夠放下矛盾，社會的圍牆才有
機會拆除，大家應齊心團結一致，為香港發展尋求出
路。

經民聯的林健鋒指出，多個民意調查均顯示，市
民希望優先處理房屋、福利、經濟發展，政制發展並
非不重要，如何向普選邁進，會有很多社會爭議，需
要市民廣泛參與，所以政府的當務之急是經濟民生問
題，不可本末倒置。工聯會的王國興希望反對派能 「
求大同、存大義、創大利」，暫且放下成見，解決香
港積存已久的深層次矛盾。

有議員亦提到地區行政問題，工聯會陳婉嫻讚施
政報告有正視和處理地區問題，希望政府能繼續加強
地區行政權力。民建聯的葉國謙則表示，擔心取消委
任區議員後，區議員數目減少會影響地區工作，又希
望政府可增撥資源，包括區議員租金津貼。

特首努力勾畫未來藍圖
林鄭月娥總結時表示，施政報告已就各範疇勾畫

出施政藍圖，而行政長官已經努力編寫全面的施政報
告，只是篇幅有限，未有提到部分話題。她亦特別提
到行政立法關係，指出立法會有責任監察行政機關的
工作，但兩者毋須對立，而各司局長日常與各黨派溝
通中，都是 「無分黨派，沒有敵友之分」。林鄭月娥
指出，梁振英就職演辭，便已經主動提到行政立法關
係是施政重要一環，而早前出席答問大會時，亦重申
願以不同渠道與議員對話。

對於有議員批評施政報告內容空洞，不能解決深
層次問題，林鄭月娥表示，施政報告開端已點出，香
港深層次問題不能一步便解決，但政府已邁出第一步
，不等施政報告便推出政策。她又說，各問責局已馬

不停蹄跟進措施，相信社會齊心一意，才能建立美好
的香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政府會按《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盡最大努力推動政
制改革，並在適當時候啟動憲制程序。他重申，政府
當務之急是處理民生問題，會留足夠時間讓立法會作
足夠討論。

內務委員會主席梁君彥代表內委會總結發言時表
示，議員發言時間最長的部分為房屋及規劃，其次為
經濟發展，希望政府未來施政能增加透明度，相信會
得到議會支持。在分組點票下，七項修訂全部被否決
，而致謝議案亦以40票贊成、28票反對下遭到否決。

▲民建聯譚耀宗：反對派不斷攻擊侮辱梁振英，
令人煩厭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工聯會
王國興：
冀反對派
能 「求大
同、存大
義、創大
利」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工聯會
陳婉嫻：
施政報告
有正視和
處理地區
問題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民建聯
李慧：
部分政黨
的批評變
得對人不
對事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田北俊表示，自由黨屬於建制派，不 「挺梁」 ，亦
不 「倒梁」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據悉，
麥齊光擬
受聘於香
港大學為
兼職講師

▲政府早在施政報告前推出多項措施，相信年內
可訂出貧窮線

▲林鄭月娥強調政府重視溝通，無分黨派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特首首份施政報告致謝議案遭否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