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辦理或改地址需交證明 「一屋4姓」以上嚴查

「譚5招」優化選民登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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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和國家商務部昨日在香港簽署

CEPA8。面對外圍經濟環境急劇惡化，香港明

年的經濟將困難重重。CEPA8猶如雪中送炭，

以內地市場的拓展，彌補歐美市場的萎縮，對

穩定香港企業信心、應對未來挑戰至關重要。

特區政府與香港各界應加快落實CEPA8，以最

快速度、最大限度地發揮中央挺港政策的巨大

成效。

在歐債危機及美國經濟乏力情況下，以歐美

國家為出口市場的港商大受影響，內地市場已

成為香港企業的必爭之地。CEPA8進一步放寬

內地16個服務領域的23項開放措施，以及加強

兩地在金融、旅遊和創新科技產業等領域的合

作，是落實李克強副總理「挺港36條」的重要

措施，為香港抵禦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帶來支撐

力。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日前在接受鳳凰衛視專訪

時，將「挺港36條」高度概括為「兩個含金

量」，即在「十二五」末期，通過CEPA基本實

現內地對香港服務貿易的自由化，以及提升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發展香港人民幣離岸業

務。這「兩個含金量」， CEPA8都有充分體

現。

在第一個「含金量」方面，CEPA8進一步放

寬16個服務領域的巿場進入條件，包括放寬專

業人士北上執業、專業人員資格互認，以及認

證檢測互認等。CEPA實施已8年多，對促進香

港服務業進入內地市場起了很大作用，但香港

服務業向內地發展仍面對一些障礙，包括服務

業受到內地與香港在法律制度、審批程序、資

格認定等差異的影響較大，進入內地市場門檻

過高，難度較大。CEPA8的意義，就在於加快

拆除這些障礙，為香港服務業拓展內地市場提

供更大空間。

在第二個「含金量」方面，CEPA8允許以人

民幣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方式（RQFII）投資境

內證券市場。隨 境外人民幣規模的擴大，特

別是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逐漸形成，人民幣

的國際化進程不斷推進，由此也引申出境外人

民幣的回流問題。在這一背景下，RQFII的推出

將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促進在岸與離岸

人民幣資金循環，有利香港推出更多創新人民

幣產品，使投資者、金融機構及整個市場都能

夠受惠。CEPA8支持香港保險公司進入內地市

場，加強雙方在產品研發、業務經營和運作管

理等方面的合作。香港保險業界參與和分享內

地保險市場的發展，不僅將為國家的保險業發

展作出貢獻，而且將為香港保險業帶來無限商

機。

(相關新聞刊A1、A2版)

中電及港燈申請來年電費分別加價9.2%和

6.3%，加幅遠高於通脹，引起社會普遍批評。事

實上，電費是帶動通脹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明年

經濟前景不明，兩電在獲利豐厚的情況下仍欲大

幅加價，必然會加重市民生活負擔，增加企業經

營成本，惹市民反感。政府作為兩電的監管機

構，應要求兩電實施分階段加價，減輕市民的負

擔，更要檢討電力公司在利潤管制保障下收費架

構的合理性，改變電力公司以不斷擴大投資為由

年年加價的狀況。

兩電加價本屬預料中事，但此次加價幅度過

大，超出社會預期和承受能力。受歐美債務危機

影響，本港明年經濟不容樂觀，但是通脹卻不會

馬上回落，這意味 基層市民收入可能減少，支

出卻不降，生活更趨艱難。本港電力市場基本上

不存在競爭，加上獲得利潤保證，兩電不但不會

出現虧損，每年更有數以十億計的利潤。但是，

兩電並不滿足，儘管來年經濟形勢嚴峻、就業狀

況轉差，兩電沒有理會公眾要求不應大幅加價的

呼籲，未考慮經濟、民生的實況，反而繼續按照

利潤管制機制啟動加價，特別是中電的加價幅度

接近9.99%的允許上限，難免被指摘為「賺到

盡」，完全脫離市民的可接受能力，漠視市民利

益。

電力是市民生活、企業經營的必需品，各行各

業都離不開用電。兩電「獅子開大口」般加價，

不但直接增加市民的用電支出，而且推高企業的

經營成本，繼而轉嫁到市民身上，進一步推高通

脹，形成惡性循環。由於利潤管制協議已經訂明

增加電費的機制，政府可以做的有限。但是，即

使不能大幅削減加價的幅度，政府亦應盡量要求

兩電不要一次過加價，而採取分階段加價步驟；

同時要求電力公司引進電費累進制，即用電愈

少，加幅愈少；用電愈多，加幅愈多。這樣的收

費機制才更符合環保和公平原則，減輕市民、中

小企的負擔。

兩電年年賺大錢年年加價，輿論批評政府對電

力公司加價監管力度明顯不足，而利潤管制機制發

揮不出應有管制作用，反成為電力公司的「利潤保

障制度」。因為有了利潤管制這個護身符，只要資

產膨脹便可申請加價提高利潤，因此兩電總是不斷

擴大投資來換取暴利。由於產業北移，現時本港並

無需要高耗電量的製造業，但是在現行收費結構、

回報機制下，電費水平與固定資產淨值掛 ，導致

電力公司不顧本港經濟發展實情、市民承擔力，為

謀取最大利潤持續擴大投資、擴張容量，這樣的機

制既不符合環保原則，也增加電費加價的壓力。政

府有必要檢討利潤管制機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盡

快研究一套釐訂電費價格的新機制，更好地保障市

民的利益。 (相關新聞刊A3版)

充分運用CEPA 8應對明年經濟困難 降低電費加幅 並分階段實施

反對派勝區 待拆舊樓疑「種票」

譚志源強調，有關優化措施建議無可避免會對
公眾造成影響，但已盡量在維護選舉的公正性、
公信力，同時不能夠不合理地剝奪選民投票權，
及措施切實可行及查核資源等方面取得平衡。
「我們計劃在明年初，向所有已登記的300多萬選
民寄出信件，提醒有改變住址的選民需要向選舉
事務處提供最新的住址，及介紹新的住址證明要
求。」

行政指令形式 下月1日實行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將於下周一討論有關

「種票」問題，及局方剛提交的有關選民登記制度
檢討的建議。譚志源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局方
計劃有關優化措施會先以行政指令形式於下月1日
實行，但他們會與律政司和立法會研究修改有關
法例，賦予選舉事務處有明確的相關權力。其
中，局方建議引入提供住址證明的要求，任何申
請或更新地址的選民均要提供住址證明，亦會為
無法提供住址證明人士作出相關安排。

期限內未更新地址罰款
對現時有大量選民並沒有更改已搬離的選民登

記地址，局方將重拳出擊，建議考慮修例要求已
登記選民若有住址改變，需在法定期限內更新地

址，否則會面對罰款性質的罰則。至於未有在法定
限期前更新住址而在其後選舉中投票的選民，譚志
源表明，「這就是另一回事，因有關投票對選舉結
果有一影響性，相關的罰則需要更重一些，至於程
度為何仍需要進一步研究」。
不過，若在當年選民登記冊封冊後才搬屋的

選民，則仍可按舊有登記地址在其後的選舉中
投票，但需要在翌年選民登記開始更新時作更
新。

明年2月抽查3%至5％選民
在選舉事務處的查核方面，處方亦計劃強化

查核工作，加入新的準則查核不同類型的住
址，包括選民姓氏超過4個以上的住址。選舉事
務處也將會於明年2月開始抽查現時選民登記冊
中3％至5%的登記選民，涉及約10萬至18萬選
民，範圍包括412個區議會選區，他們會要求這
些被抽中的選民提供相關住址證明。現時選舉
事務處已設立一個由一副總選舉事務主任帶領
的特別職責隊伍，推行有關工作，局方亦會增
撥所需的資源。

便利性公信力取平衡
譚志源明白，有關措施會影響到不少政黨在街

頭做的選民登記工作，亦有政黨向他反映新措施
可能令有部分選民退出選民登記，但他強調新措
施需要在便利性和公信力間取得平衡，相信可透
過將不同渠道向市民宣傳新措施，令他們更好地
掌握新安排的要求。
選舉管理委員會歡迎局方的多個建議方案，相信

最近的一連串事件提供當局一個適當的時機檢討現
行的選民登記制度，但建議「一些建議的改善措
施，包括提供住址證明和法例應否清楚要求已登記
的選民須在其住址有所改變時作出申報，需要在社
會上作出討論並為大眾所接納才可實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現時選民登記的
「種票」問題已成為選舉制度中的「大黑洞」。香
港文匯報再偵查發現有兩個反對派中人勝選的選
區出現涉嫌「種票」問題：由民主黨成員潘志文
當選的土瓜灣南選區中，部分已被收購重建的舊
樓竟於今年出現上百個新增選民登記，更有選民
以藥房地址為登記地址。民協成員梁有方當選的
深水 寶麗選區亦出現類似情況，有舊樓被收購
後已沒人居住，但仍有6人以該大廈地址登記選
民。

居民多已遷出 今年增新登記選民
土瓜灣南選區由民主黨成員潘志文以1,476票當

選，獨立的吳炫達則以1,296票落敗，雖然今年該
區的新增選民只有595人，但潘志文的票數卻較07

年增加496票。本報記者查閱選民登記冊後發現，
該選區中有多座舊樓已被收購，其中絕大部分居民
亦已遷出，但該地址上的選民登記卻有增無減，其
中馬頭圍道198號、200號至202號目前只剩下數戶
居住，但今年仍錄得20個新增選民登記，令人質疑
有人利用這些已被收購舊樓進行「種票」。

多個單位出現一屋4姓、5姓
在深水 寶麗選區，民協成員梁有方以1,048票

當選，獨立的蘇俊文則以883票落敗。同樣元洲街
342號及永隆街15號舊樓被收購後，所有居民均
已搬走，再沒有人居住，但仍有多名選民以上
址作為登記。香港文匯報記者就接獲當區居民
投訴，指梁有方在一次居民大會上表明作為該
些舊樓的租戶、住戶可獲補償，並以此理由呼

籲居民用有關地址登記作選民。
同時，該區多個單位亦出現一屋4姓、5姓的情

況，其中長沙灣美寧中心一單位業主更揭發，有2
名完全不認識的人士以其地址於2007年登記成為
選民，懷疑有人非法盜用其住址作「種票」，要求
選舉事務處徹查。
此外，自由黨青年團昨日亦去到選舉事務處投

訴，揭發油尖旺的奧運選區出現9宗1屋4姓的情
況，質疑當區以年輕中產家庭為主，有關一屋4姓
與區內一般居住模式不同，要求當局對有關情況
進行查核。同時，南區的赤柱及石澳選區更出現
14個姓氏選民僅以村名作為登記地址，指有關住
址連門牌街號也沒有，登記住址殘缺不全，不符
合法例規定，批評當局審核選民名冊時十分粗
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提出優化選民登記安排的「譚5招」，立法會各政黨
普遍歡迎有關新建議，但不認同對沒有於法定期限
內更新地址的選民作罰款的安排，指安排過於苛
刻，「隨時會令大量選民索性取消選民登記，一了
百了，以免麻煩」。

李慧 倡加強抽查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表示，歡迎政府的建議，惟

擔心要求選民提供水電煤單據等住址證明，可能會
打擊選民登記意慾，她建議當局可以加強抽查來防
止「種票」。

黃國健促適度優化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指出，大方向上支持特區政府

適度收緊現有選民登記制度的安排，特別是要有一
可防止「種票」的機制，但不能過於苛刻，如要對
未能及時更改住址登記的選民處以罰款，是過於苛
刻。許多選民搬屋後很容易忘記更新地址，部分人
為免麻煩，可能索性取消選民登記。他又指，特區
政府現時提出較嚴苛的安排，是想政黨自己提出較
寬鬆的要求，將來有事就可以卸責予各政黨。「特
區政府有責任提出適度的優化安排，如提供半年以
上的更新地址期限等」。

倡設地址排列序登記冊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認同選民搬屋後應在一定的時

間內，向選舉事務處更改地址，以釐清市民的投票
選區。又建議設立一個以登記地址作排列的登記
冊，較易查出一屋多姓的情況。

民主黨議員李永達亦贊成選舉事務處加強抽查選
民住址，增加阻嚇性，希望政府透過房署、入境
處及差餉物業估價署等公共機構，核實住戶資
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開記者會，局長譚志源等公布「譚5招」優化現有選民登記制度，重點是要求未來新登記或
更改地址的選民需提交地址證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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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選民登記中懷疑「種票」

問題近日陸續揭發，現有的

選民登記制度備受質疑。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昨日終就此作出回應，公布

「譚5招」（見表）優化現有選

民登記制度，重點是要求未

來新登記或更改地址的選民

需提交地址證明，並計劃於

下月1日實行有關措施。同時

亦考慮修例，要求選民搬屋

後 需 在 法 定 時 限 內 更 新 地

址，否則會處以罰款。選舉

事務處也會強化查核，包括

增加查核所有同一地址超過4

個姓氏的選民登記。

政府5招優化選民登記制度
■新登記或更改地址的選民需提供地址證明。

■查核同一地址有超過4個姓氏的個案。

■對未在法定期限內更新地址的選民加入罰則，
亦會重罰無更新地址兼有投票的選民。

■選舉事務處聯同屋宇署和差餉物業估價署查核
近期被拆卸或即將被拆卸的建築物名單。

■加強針對打擊在選舉中的舞弊行為的宣傳工
作。

資料來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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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登記需提交住址證明的安排
■選民需提交的地址證明包括如過去3個月的水、電、煤費用帳單，及

由銀行、大學及政府發出的信件等。

■如 房住戶或籠屋戶等合資格人士無法提供住址證明，可提供同住
人的住址證明和該同住人證明有關人士居於上址的聲明。

■無法提供住址證明的合資格人士也可去到各區民政事務處，作一法
定聲明作其住址證明。

■選舉事務處會盡量協助露宿的合資格人士進行選民登記。

資料來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