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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大和解」避免內耗

中央和港人都希望新特首，給香港帶來新

氣象、新希望、新局面。首先的一個新氣象

是，梁振英團結香港各界人士，實行社會

「大和解」。特首選舉競爭而出現的社會嫌隙

和分歧，如果長期延續下去甚至會演變為嚴

重內耗；如果特首選舉中的嫌隙和分歧演變

為長時間的內耗，不但香港經濟民生堪虞，

而且香港在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重

要角色和功能也會弱化。這是無法承受的代

價。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

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

諧」，這四句箴言，是中央贈予港人的金石

良言和對香港的總體要求，也是保持香港繁

榮穩定的根本要素。其中，「包容共濟促進

和諧」，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推進民主

的社會氛圍和基礎。彌合選舉嫌隙和分歧，

促進社會「大和解」，有利於建立和鞏固這

一社會氛圍和基礎。同時，也是對香港過去

幾年泛政治化傾向的糾正。泛政治化傾向令

政府難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社

會亦缺乏搞好經濟的和諧環境。香港如能實

行社會「大和解」的新氣象，就可減少民粹

主義泛濫、社會爭拗不斷的現象。

梁振英理念與時俱進適時更新

梁振英在競選時介紹政綱說，他是次參加

選舉，希望與全港市民齊心，為香港未來打

拚，「我的治港理念是行之正道，穩中求

變」。「穩中求變」，對現在的經濟發展不

均，成果分配不公，發展停滯，不能視而不

見，即使在過程中觸及既得利益，仍要迎難

而上，勇於面對。梁振英接受新華社記者專

訪，暢談他未來5年的治港思路，其中強調

他要親商界，也要親基層民眾。他又指，工

商地產業的利益與全社會的利益總體是一致

的，唯有穩定和諧的大環境，地產商也好，

其他工商業也好，普羅大眾也好，都才有持

續發展的空間。而經濟發展了，政府也才有

更多財政去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如貧窮問

題、房屋問題、環境問題，這樣香港才是一

個更健康的社會。這說明梁振英的理念在與

時俱進，適時更新。因為「穩中求變」不一

定與商界對立，只要政策合理，就能使工商

地產業的利益與全社會的利益總體一致。而

工商界若要在香港「長做長有」，也必須在

利潤和公眾利益之間作平衡。

香港不能「一本通書讀到老」

梁振英說，提出「穩中求變」，就是想改

變過去多年來政府施政中民意意見最大的方

面。包括一些議論較多的方面，比如在經濟

發展方面，政府要不要有所作為。香港是資

本主義市場經濟，政府不應該過多干涉，但

是也並非無為而治，特別是在市場調節失靈

的時候，需要審時度勢，適度有為，穩定市

場秩序，為香港社會發展從方向上、政策上

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近年西方政府的表

現，也清楚印證了這一點。

審時度勢，適度有為，在確保公平競爭

的大前提下，扶持香港的企業，把握好國

家和亞洲經濟蓬勃發展的良好機遇，促進

較高速和持續的經濟增長，提供就業機

會，改善民生。這必然為香港帶來新氣

象、新希望、新局面。香港如果「一本通

書讀到老」，抱住積極不干預政策不放，無

所作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香港的競

爭力就會不斷減弱。實際上，過去20年

間，新加坡生產總值年均實質增長6.60%，

高於香港的3.95%。香港的整體生產總值已

經在2010年被新加坡超過；與此同時，香

港經濟規模正在被內地多個城市迅速超

越，預計到2015年，香港若不急起直追，

經濟規模將降至中國第7 位，在上海、北

京、廣州、深圳、蘇州、天津之後。

適應大環境變化 珍惜廉潔核心價值

梁振英說，內外環

境都在變，如果新一屆

政府對大環境的變化漠然

置之，施政一成不變，要想保持香港的繁

榮穩定，肯定做不到。梁振英經修改後的

政綱共6大部分：長遠規劃，優化人口；土

地運輸，均衡發展；發展經濟，創造就

業；社會服務，全面關顧；優質生活，豐

盛人生；行政管治，與時並進。新特首梁

振英對大環境的變化感覺敏銳，並具有強

烈的危機感和使命感，其新的政綱、理念

和作風，是為香港帶來新氣象、新希望、

新局面的關鍵因素。

梁振英特別強調：維護香港的核心價

值，法治、人權、誠信、廉潔、新聞自由

等等，不僅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是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可

缺少的重要元素。中央領導人向梁振英提

出清正廉潔的要求，說明中央高度珍惜作

為香港核心價值之一的廉潔，這正是香港

的優勢之一。香港的廉潔是香港成功基

石，中央領導人意在提醒梁振英對貪腐必

須防微杜漸。

候任特首梁振英赴京接受任命。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分別對梁振英

提出勉勵與期望。中央領導人今次對梁振英的講話，比對前兩位特首有所

不同，過去領導人會見候任特首時往往 重鼓勵和希望，今次對梁振英叮

囑較多，要求具體，明顯是針對香港目前形勢。今次中央對梁振英的期

望，絕非泛泛而談，而是有的放矢。

新特首 新氣象 新希望 新局面

陳智思暫無意重返行會

阿基爭超選 同道嘲妄想

香港各界繼續議論新一屆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有傳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來自社福界的陳智思將「重返」行政會議。陳智思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否認，指候任特首梁振英並沒有邀請他加入新
一屆行政會議以至當行會召集人，並強調自己倘獲邀也暫不考
慮。
陳智思昨日表示，他旗下集團極可能入標競逐政府即將推出興建

私家醫院的地皮，他擔心該計劃會引起外界諸多揣測，對梁振英及
他本人都不公平，故即使獲邀請加入行會，他亦「暫不考慮」。
另外，他又關注到香港政壇在未來5年至10年或出現青黃不接的問

題，坦言香港回歸15年來，只忙於「救火」，處理金融風暴、沙士、禽
流感等，從沒有好好規劃人才培訓，故期望新屆政府能利用諮詢架構
提拔新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香港研究協會最新民意調
查發現，在香港13個在立法會擁有議席的政黨及政團中，經濟
動力及專業會議的評分均較今年2月調查時顯著上升。同時，
民主黨的支持度評分僅上升了0.05分，反映其主席何俊仁參與
特首選舉，未能為民主黨的支持度帶來明顯的正面效應。
是次調查於4月3日至9日進行，共訪問了1,079名18歲或以

上市民，請受訪者對13個香港政團的支持度進行評分，以1
分為非常不支持，2分為不支持，3分為一般，4分為支持，5
分為非常支持，發現其中7個政團的支持度較今年2月的調查
上升，而評分錄得下跌及維持不變的則各佔3個。
調查指，街工的最新評分錄得0.09分的升幅，得2.80分，

排名上升兩級至第一位；民協得分下跌0.03分，得2.77分，
排名下滑一級至第二位；工聯會則錄得0.01分的跌幅，得
2.76分，排名下滑一級至第三位。

經濟動力專業會議評分顯升
新民黨以2.65分排第四，民主黨得2.63分，民建聯2.6分，

自由黨2.51分，工黨2.46分，公民黨有2.41分，排第九，經
濟動力有2.4分，較前升0.16分，專業會議升0.18分至2.31
分。「人民力量」以2.1分排尾二，社民連得分雖上升0.17
分，但仍以2.07分包尾。
研究協會負責人指，逾5成主要政團評分錄得上升，反映

受訪市民對大部分政團最近的工作表現有所改觀。然而，香
港各主要政團支持度評分皆不足3分，低於一般水平，故呼
籲各政團繼續努力，積極提升地區服務質素及議政能力，加
強政策研究工作，就市民關注的經濟及民生議題提出具建設
性的措施及方案，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爭取更多市民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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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燕庭讚CY近日多笑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各界對候任特首梁振英各有印象，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稱，梁振英予人寡言印象，與近年落區常常

流露笑容有分別，希望梁振英往後除了表面上親民外，政策也要惠

民。

麥燕庭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過去有不少記者向她反映梁振英

對於可能會對他造成負面的報道、言論十分緊張，認為梁振英緊張個

人形象某程度是好事，但亦擔心梁振英會用各種方法令異見聲音「無

法出現」。

她表示，自己從事記者多年，過去見梁振英很少說話，但近年就變

得充滿笑容：「他笑容多了很多，即使過去他做行政會議召集人時其

實不是很多笑容。現在他落區時就很大分別了，抱小孩子，又有好多

笑容。」

防高官利益衝突徵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

員會今日會舉辦公眾諮詢會，邀請公眾就適用於行政長官、行政會議
成員，以及政治委任官員，用以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的規管框架
和程序，表達意見。
獨立檢討委員會正邀請公眾就適用於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及

政治委任官員，用以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的規管框架和程序提出
意見。委員會今日會舉辦公眾諮詢會，讓市民即場表達意見，檢討委
員會主席李國能與成員馮紹波、廖柏偉及邱浩波均會出席。
諮詢會於今日下午6時30分至8時30分在九龍塘沙福道19號九龍塘

教育服務中心西座4樓演講廳（港鐵九龍塘站E出口）舉行。市民可
於辦公時間內致電81088731預留座位，亦可於諮詢會當天到會場以
排隊方式輪候入座。
委員會並提醒，市民可於4月16日或之前，就檢討事宜向獨立檢討委

員會提交書面意見。詳情可參閱獨立檢討委員會網頁：
www.irc.gov.hk/chi/consultation/consultation.htm。

就今年立法會選舉的部署，公民黨於早前完成
了黨內的提名程序，並會於本月底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通過「考慮參選名單」。

區選敗北失超選如意算盤
身為公民黨創黨成員的黎廣德，多年來均十分

活躍，霸佔了黨內不少資源，該黨更安排黎廣德
參選今屆區議會，原計劃待其勝出、「試票成功」
後，可以參與競逐今屆立選的「超級區議員」議
席，又或與該黨現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在港島同組
名單參選，但黎廣德最後以失敗告終。
現實是殘酷的。有反對派中人直言：「公民黨

一直以來畀 唔少機會佢（黎廣德），畀個副主
席佢做，又幫佢促成公共專業聯盟，增加佢唔少
曝光機會，今屆區議會選舉佢就一個人霸 幾個
區去千挑萬選，但最後得票率仲少過（另一公民
黨成員）郭榮鏗！」

或轉戰工程界圖渾水摸魚
區選失敗，「超選」無望，連和陳淑莊拍檔參

加港島區直選的機會亦隨之而去：「陳淑莊最初
不斷向黎廣德送高帽，大談雙方如何合拍，但自
從黎在區議會選舉失敗後，就再無見到任何高帽
飛揚，某些人更採取了封口行動⋯⋯公民黨好現

實，表現唔好就會放
棄，最明顯例子就
係前黨友譚香文，
當初又話乜女神物
女神，後來連輸幾
場（選舉），就被
投閒置散，唔排除黎
老兄會步譚香文後塵！」
該反對派中人估計，黎廣德最終可

能會參與立法會工程界選舉，並「祈
禱」建制派一旦有兩人參與競逐議席而
拉散票源，自己就可以「漁人得利」。
由於黎廣德「墮馬」，公民黨要重新

部署港島區的參選名單。據指，郭家麒
有機會「冷手執個熱煎堆」，與陳淑莊合組
名單在港島出選。
反對派中人指，郭家麒一直都希望能夠「重返

議會」，惟一直被黎廣德「踩住」，未能在港島出
選，而有意轉往新界西參選，亦被「自己人」
「窒住」：「該黨本欲以『超選』誘『地頭蟲』
陳琬琛作交換條件，將新西議席的參選機會讓給
郭家麒，陳琬琛一度心郁郁，但眼見該黨區選慘
敗，而為爭『超選』入場券的『借票行動』並不
順利，恐防該黨最終未能取得足夠提名，為免自

己兩頭唔到岸，即無法參選『超
選』，又被郭家麒『分票』，所以陳

琬琛已一口拒絕。」

郭家麒冷手執個熱煎堆
在郭家麒「徬徨無依」之際，一直壓在他頭上

的黎廣德失勢，遂打蛇隨棍上，「大條道理出戰
港島區」，由陳淑莊排在頭位，郭家麒則排第二
位，而為確保公民黨能在港島區維持兩席，他們
考慮再派聲稱有退意的前黨魁余若薇出馬，在名
單上排第三，以發揮其剩餘價值谷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換屆選舉如箭在弦，反對派各陣營
為爭「超級區議員」議席而各懷鬼胎。民主
黨自行宣布會排出兩條隊參選，街工也「唔
執輸」要派員參選，加上公民黨正鬼鬼祟祟
地有意「借票」出戰，民協前主席馮檢基繼
向部分友好傳媒「私下吹風」後，亦於昨日
舉行記者會，稱自己有意參選「超級議席」，

並要求其他反對派陣營「坐下來傾」。有反對派
陣營中人直言，各反對派政黨在立法會選舉中
「根本沒有什麼協調可言」，是次民協高調站出來
叫陣希望他們「讓路」，可謂是阿基一廂情願的
「痴心妄想」。

馮檢基昨日聯同副主席譚國僑舉行記者會，宣
布民協的立法會選舉策略，初步計劃將派員出選
立法會3個分區直選，包括九龍西、九龍東及新
界西，及參選「超級區議員」，該黨中委會於6月
召開會議決定人選，期望在議席上「穩守寸
進」。

民協擬分三路攻直選
據悉，曾經表示願意退居幕後督師的廖成利會

從九龍西轉戰至新界西，打滾多年的譚國僑則獲
馮檢基「交棒」出戰九龍西，另一名資深黨員許

錦成就出選九龍東。馮檢基則有意參加「超
選」。
馮檢基聲稱，預計建制派會集中力量投入立法

會選舉，故反對派「形勢嚴峻」，呼籲反對派放
下自身利益，共同協調及研究，又稱以「黃金定
律」計算，倘反對派能夠成功協調，在5席的
「超級議席」中，反對派可望取得3席，故各陣營
應盡快「坐下來」商討。
他續指，自己曾多次在反對派陣營中提出，其

他政黨都說時間太早，但同時民主黨卻宣布派出
兩隊參加超級區議會。故他計劃在周五反對派的
「飯盒會」上再次提出，希望能夠盡速展開商討
工作。

反對派為搶位不協調
有反對派中人踢爆，廖成利早萌退意，故任主

席時才不斷提出與民主黨合併，惟馮檢基有野心
參與「超選」，作為對方的戰友惟有「幫最後一
次忙」，其他資深黨員參選目的都是為競逐「超
選」的馮檢基安插樁腳。
該人並向民協大潑冷水，形容民協的想法完全

是一廂情願，「一向以來，（反對派在）立法會
（選舉）都不會有任何協調」，尤其民主黨已表示

有意派出兩隊參選「超級議席」，而公民黨「唔
夠票」都想爭：「從民主黨、公民黨及民協來比
較，民協最輸蝕，因為全港知名度不足。他們提
出來要討論，只是不想最後被踢走而已。」據
悉，倘最終無法達成共識，反對派有多張名單出
選，馮檢基在勝算無望下就會退回九龍西，「超
選」就會改派「新人」莫嘉嫻頂上，爭取曝光機
會及知名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公民黨一直有野心搶奪「反對派第一大黨」之位，但由於罔顧香港700

萬市民利益，包括涉嫌煽動東涌婆婆司法覆核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以

至被指為「外傭居權案」及內地「雙非」孕婦湧港產子的始作俑者，

在今屆區議會選舉遇上滑鐵盧。其中，一直被該黨高層「寄予厚望」

的副主席黎廣德在區選落敗，公民黨即「翻臉不認人」，將他剔出今

屆立法會選舉港島區直選的參選名單之列，慘被「用完即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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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協公布9月立法會選舉初步構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黎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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