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政制改革方案要達成共識，各方都
要務實地 「坐低傾」 ，商議一個不論中央及本港各界都能接受的
方案。他說大家 「企硬」 不讓步、責罵對方好容易，但不是市民
想見到的結果，呼籲各方釋出善意。他又認為，現在離2017年的
行政長官選舉仍有時間，政府需要時間做醞釀的工作， 「寧可做
得周詳一點，好過開壞個頭」 。

本報記者 張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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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將於明晚率領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代表團前往四川，視察香港特區在當地的援建項
目，並在特區參與災後重建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川港合作。訪
川期間，林鄭將與四川省政府官員舉行高層會晤，並見證兩
份川港合作協議的簽署，分別涉及龍自然保護區持續合作
和體育合作。她亦會主持 「都江堰大熊貓救護與疾病防控中
心」的揭牌儀式和 「川港康復中心」的落成典禮，以及參觀
「四川香港馬會奧林匹克運動學校」。她將於3月2日上午返

港，期間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將署理政務司司長職務。
2008年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後，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成立了 「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
投入90億在四川推展151個政府牽頭的援建項目，以及32個
非政府機構的援建項目。香港賽馬會亦撥出10億元，支持7
個重建項目。政務司司長負責領導和統籌香港特區在四川的
援建工作，大約每年與四川省政府高層官員會面，檢視特區
援建項目進度，並視察項目施工。

特區政府代表團成員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張瑤、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韋志成，以及教育局副
局長楊潤雄。

林鄭明訪川視察援建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於禮
賓府與泰國總理英祿．西那瓦舉行雙邊會談，雙方簽署了
經濟和貿易合作安排的協議，包括貨物和服務貿易、投資
、中小企合作、物流運輸、旅遊等11個範疇。梁振英表示
，與泰國建立更緊密關係，經濟上可互惠互利，泰國亦支
持香港申請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雙方在11範疇加強合作
梁振英昨早率多名特區政府官員，與泰國總理英祿率

領的泰國代表團舉行雙邊會議。梁振英和英祿共同見證，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與泰國商務部部長
Boonsong Teriyapirom簽訂《加強香港和泰國兩地貿易及
經濟關係的合作安排》協議書。梁振英認為，與泰國建立
更緊密關係，經濟互惠互利。英祿認為，是一個好開始。

《合作安排》旨在促進和推廣香港和泰國在11個範疇

的雙邊經濟合作，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與貿
易相關的規定和規則、中小企業合作、物流和運輸、旅遊
、資訊通訊科技及應用研究和發展、人力資源發展和能力
提升、知識產權和創意經濟發展等。為推動這些合作事宜
，香港和泰國將在《合作安排》下成立一個由高級官員組
成的聯合合作委員會。

蘇錦樑表示歡迎《合作安排》，他又說，泰國是香港
的重要貿易夥伴，簽訂安排標誌雙方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
係。蘇錦樑補充， 「下一步，我們期望透過香港得以加入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以進一步加強香港與泰國的經濟
連繫。在這方面，我們喜獲泰國支持香港申請加入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並深感鼓舞。」

前日抵港的英祿在香港進行了為期兩日的官式訪問，
期間除了與梁振英舉行雙邊會談外，還與本港銀行家、旅
遊業界見面交流，昨晚返回泰國。

曾鈺成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
未來幾年對香港政治發展重要，市民
期望可以見到選舉辦法的最終安排。
他呼籲，各方就政改 「坐低傾」；而
政府亦要有 「大智慧」，提出一個中
央及民主派都會接受的方案。他說，
政改失敗後互相指責當然容易，政改
過程艱難，但若大家有心成事，就必
須有妥協及讓步。

曾鈺成認為， 「敵我矛盾」在現
今政治上已沒有意義，北京不會將民
進黨及美國視為敵人，所以不認同對
泛民會有更差的看待。而政改根本的
困難在於中央政府和泛民之間互不信
任，如果中央堅持將泛民主派力量看
成對立，泛民視中央為 「反民主」、
「無得傾」，互不相讓，政制發展將

陷入僵局，所以不應封殺對話及談
判。

至於是否未能處理2017年行政長
官選舉就不會處理2020年立法會選舉
，曾鈺成認為不應一開始就假定2017
年選舉不能達成共識，各方應盡力達
成對話，不要老是想 「不能」。對於
近期有學者提出 「佔領中環」爭取普
選方案，他希望不會因為有關行動而
影響政改談判。

他又補充，不是完全認同民主派
的講法，即使普選都不一定可以解決
社會上所有問題， 「民主不保證選出
來的一定是好人、叻人，也不保證可
以保障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籲大
家不要天真地相信有普選就可以解決
所有深層次矛盾。

曾鈺成日前在立法會春茗表示，
蛇年是 「多事之秋」，他解釋政改已
經是一個大挑戰，加上社會上已有的
民生及經濟問題，政府會迎來不少難
題。不過自己寧可把局面想得困難一
點，比過分樂觀來得好。

另外，工業界（二）立法會議員
林大輝表示，希望政府可就政改盡快

諮詢公眾意見， 「政改不只是議會的
事，是700萬市民的事」。所以他期望
政府可以先收集民間意見，再提出方
案諮詢，不要閉門造車。而保險界立
法會議員陳健波認為，功能組別有其
值得保留的地方，因為可以代表業界
聲音，建議可擴大功能組別的選民基
礎，讓更多市民可以投選業界代表。

【本報訊】記者李盛芝報道：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今天上午11時，將宣讀新一屆
政府的首份《財政預算案》，巿民最關注
一系列 「派糖」措施。

據消息，政府會向薪俸稅及利得稅納
稅人退稅最多萬元，以回饋納稅人外，更
會有照顧基層人士的紓困措施，包括公屋

免租、電費補貼、寬免差餉。市民屆時可
以透過《財政預算案》網頁同步收看直播。

電費補貼寬免差餉
據悉，為協助巿民對抗通脹，曾俊華

會向薪俸稅及利得稅納稅人退稅，但金額
會由以往的1.2萬元，減至最多1萬元；同
時，會再次推出100億元的通脹掛債券
（iBond），是政府連續第三年發行這種
債券，以及提高首名子女免稅額，而每戶
每季差餉寬免上限，亦會降至2500元以
下。

今馬不停蹄出席解畫
《預算案》亦繼續有多項照顧基層市

民的紓困措施，包括公屋免租、電費補貼
等，而將於今年4月實施的 「長者生活津
貼」，預料可望與其他福利政策看齊、同
樣獲發放多一個月資助額，即每名長者可
多領取2200元。此外，政府亦會 「加碼」
，向關愛基金再注資100億元，資助N無

人士，另會向語文基金和僱員再培訓基金
注資。

曾俊華在今天早上宣讀預算案後，下
午3時30分會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晚
上7時同樣在政府總部出席由電視台聯合
製作的 「財政預算案論壇」。而明天上午
8時至9時30分，曾俊華會出席電台聯合烽
煙節目 「財政司司長熱線」，解答市民有
關預算案的提問。

市民可透過《財政預算案》網頁
www.budget.gov.hk，電視台及電台同步
收看財政司司長宣讀《財政預算案》的現
場直播、舉行記者會及出席相關節目的情
況，而預算案的演辭及其他有關資料，亦
會在上述網頁同步發放。

臚列《預算案》重點的單張於下午1
時15分至7時，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20
個諮詢服務中心、金鐘添馬政府總部行人
天橋入口的櫃、20個指定港鐵站、多座
政府大樓以及在66個公共屋及商場派
發。

花絮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曾鈺成表示，希

望所有立法會議員可以自由往返內地，認為明年65
周年國慶將會是契機。至於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
表示，來港履新兩個月得到的印象，是港人對行政
長官梁振英的支持遠遠高於個別評論，曾鈺成表示
，自己落區時都有這個印象。

而最新民調亦顯示，梁振英和特區政府的民望
都有所回升。

梁振英評分上升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本月18至21日，訪問1000

名市民，結果顯示行政長官梁振英及特區政府的民
望回升。市民對梁振英的最新評分是48分，較1月
上升1.7分，31%受訪者支持他做特首，與1月相近
，但反對他的受訪者則下跌了2%至51%。此外，市

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度是28%，較1月上升2%，不
滿率明顯下跌7%至38%。

曾鈺成認為，雖然現時不少民調都說特首民望
低，但自己落區接觸到，以及在電台聽到的市民聲
音，仍有不少是支持特首。他又認為張曉明落區聽
取民意是好事，可以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

冀明年率議員訪內地
曾鈺成又說，4年前適逢國慶60周年，他曾建

議全體議員到內地參加活動，當時中聯辦及港澳辦
都有認真研究，但就擔心有議員會在隆重場合示威
，出現尷尬場面，認為另覓機會更好。他說，即使
未能做到所有人可取回回鄉證，仍希望延續上屆做
法，因應環保、經濟等特定議題，能順利安排立法
會議員到內地交流訪問。

認同張曉明評論特首民望
讚立會新丁何俊賢勤力

最近反對派在財委會提出
190多萬條修正案，以對抗民
建聯葉國謙在立法會財委會防
「拉布」的修訂，曾鈺成笑言

「遺憾無機會處理」。不過他認為，有意見要求立法
會秘書處增聘人手，加快審閱修訂，但公眾及議員未
必認為值得投放新增人手處理有關修訂。

曾鈺成說，不少立法會的工作都需要資源，例如
有不少議員希望可以增設委員會，若最終將資源放在
秘書處增聘人手，處理修訂，會引起爭議，成事機會
不大。

曾鈺成又點名稱讚議會新丁，表示最欣賞黨友漁
農界議員何俊賢，認為他十分勤奮，說話淡定又合理
。至於官員在立法會回答質詢超時的情況，他說大半
發生在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身上，但他認為陳茂波並非
想拖延時間，只是希望闡述清楚。他已向行政署反映
，希望官員7分鐘內完成主體答覆。

【本報訊】申訴專員公署早前表示，將會主動調查專營
巴士班次失準，及運輸署未有妥善監管問題，調查工作開展
至今已有四個多月。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成員兼立法會議員
鄧家彪，昨日連同九龍城區區議員黃潤昌約見署方代表，討
論有關調查進度及反映工聯會對巴士服務的意見。

鄧家彪在會後表示，署方強調，不會單靠運輸署及有關
部門文件資料進行調查，署方亦會派員實地調查巴士班次失
準情況。鄧家彪希望署方可以加快調查進度，署方代表稱可
望在今年下半年完成有關調查。

【本報訊】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持的人口政策督導
委員會，昨日召開第二次會議，委員建議聚焦討論如何強化
家庭與鼓勵結婚生育等重要工作範疇，因應本港勞動人口將
於5年後萎縮，必須考慮如何吸引海外人才來港。督導委員
會計劃今年內展開公眾參與活動，就本港人口問題收集公眾
意見，在作出政策決定前，尋求社會廣泛共識。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上月18日舉行首次會議，檢視了人
口政策目標，並識別了一些重點議題和挑戰，以作進一步研
究。委員認為可持續的人口政策，應同時兼顧經濟和社會上
的需要，並應擴大以涵蓋非經濟的目標，例如提升個人福祉
，以及促進社會的包容與和諧。

為達致這些政策目標，委員建議督導委員會聚焦一些重
要的工作範疇。這些範疇包括強化家庭、鼓勵結婚和生育；
通過實行家庭友善措施和彈性退休安排，來吸引更多婦女、
長者和青年加入勞動市場；改善勞動人口的組合和技能配對
，來支援經濟發展；加強社會共融，協助新來港人士和少數
族裔融入社區；以及為社會老齡化在不同範疇及早作好準備
，包括資產管理、創造長者友善的生活環境、福利的可攜性
和推動發展銀髮市場。

委員亦得悉勞動人口在2018年後將會萎縮，以及非本地
居民在港所生子女（第二類兒童）日後有可能來港，這些迫
切問題所帶來的挑戰需作優先處理。為補充勞動人口，從外
地吸引更多人才來港可供考慮。當局亦需更準確地估計第二
類兒童日後對本地教育和其他服務的需求，以及如何能在不
影響本地學生利益的前提下適切地應付有關需求。

不少人會一邊工作，一邊進修，希望自我增值。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郭偉強亦不例外，但他的學業遇有阻滯。郭偉強
透露，自己09年報讀理大公共政策學位課程，雖然地區工作
繁忙，但仍可堅持每學期修讀三個學科，預計三年便能畢業
。不過，後來進入立法會，工作量大增，結果經常要 「走堂
」，現時每學期只能修讀兩個課程，三年課程要五年完成。

他笑言，大學老師未必會認得自己，但相信會記得其名
字，認為他是一個麻煩學生。至於功課方面，他強調自己絕
不假手於人，會爭取時間完成，又感謝為他錄下課堂內容的
同學。由於要工作和學業兼顧，他坦言私人時間減少，最遺
憾的事，是未能親自教導侄兒踢波，結果侄兒要報足球班。

勞動力5年後萎縮
人口督委會研對策

郭偉強工作學業兩兼顧

預算案料退稅最多萬元
財爺今發表 續推多項紓困措施

▲梁振英（後排右）在禮賓府與英祿（後排左）見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前排右）與泰國商務部部長Boonsong Teriyapirom簽署加強兩
地貿易及經濟關係的合作安排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自由黨主席周梁淑怡昨日在
自由黨新春團拜活動上表示，經過去年的選舉，目前自由黨
有5位立法會議員，是可喜可賀之事，社會上也有越來越多
人認同自由黨的想法和看法。然而，對於香港來說，只有經
濟得到發展，民生才能夠不斷得到改善。她指，目前推動香
港經濟發展的主要是工商界和中產，他們雖然聲音不大，但
數量卻很多，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自由黨要將這些聲音
帶出來，讓社會聽得到他們的聲音。

自由黨冀多聽中產聲音

曾鈺成籲務實商政改

◀曾鈺成希
望政改方案
能盡早達成
共識
本報記者
張綺婷攝

▲▶曾俊華
今日發表預
算案，長者
有機會獲多
一個月生活
津貼

資料圖片

工聯促查巴士班次失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