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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歲月彈指一揮間，香港政壇幾歷風雨洗禮，起伏變化
之後，卻衍生了泛政治化的劣質生態，反對派無事不反對，
特首及特區政府的民望拾級而下，民望多少成為牽制特區施
政的一道「關卡」。談民望，梁振英看得正面，點出民望值
得重視，可知政府的受支持程度，但亦不能過分，若有政策
對整體香港長遠發展不利但可催谷民望，他不會做；相反若
政策對整體香港長遠發展有利但會挫折民望，他也要做。

政策反映民意 政府民望所繫
為更準確掌握民意，上任後，他會循三方面入手，除問責

團隊不斷落區聆聽民意外，並會加強地區民政專員的工作，
並與區議會建立密切溝通關係。
民望不是「迷思」，清楚明白特區政府的「可為與不可

為」，領導人自能知所行止。梁振英從不迷信民望，但卻十
分重視民意。身體力行，走入18區，主動接觸市民，直接聆
聽意見，哪怕面對批評的聲音，他也毫不畏懼，直面示威群
眾，只因他相信香港作為多元化社會，有不同聲音實屬正
常。
由競選工程到當選後的密集式落區，接觸各方面、各階層

人士，他得益甚豐，市民的一句叮嚀、一聲鼓勵、一個訴

求，他都記在心頭：「這樣做既拉近了我與市民的心理、地
理及政策距離，亦令我更明白市民心之所想，這將是未來政
府心之所繫。」評估成效，他亦不會只從民望升跌 眼，更
重施政的實際效果。民望與民意是硬幣的兩面，若政府政

策準確反映民意訴求，並落實到位，那政府民望自然不會受
到打擊。

問責官總動員 發揮專員作用
但收集民意畢竟不是容易的工作，梁振英坦言，民意對同

一個問題的看法隨時間快速轉變，故對民意的跟蹤十分重
要：「不能只看一時的民意支持，而要不斷跟進民意有否產
生變化，政策能否因應作出調整，以適應民情民心，這是一
個持續進行式的工作，而不是一次性的工作。」他構思從三
方面入手，建立地區「收風」網絡，令地區聲音更好地上達
政府決策層：「做到下情上達，就有利上情下達！」
除了自身會繼續落區外，梁振英要求問責團隊也要「全軍

總動員」，不斷落區就各自負責的政策範疇聽取市民意見：
「問責團隊要做好人的工作，這也是政治工作！」 他並希望
更好發揮地區民政專員的作用，但是否透過調升職能職級達
到目標，會與地區行政工作檢討一併研究：「日後民政專員
除轄屬於民政事務局外，我也會拉近與他們的距離，定期與
他們見面溝通，直接聽取他們對地區工作的意見。」

緊密溝通區會 勤蒐網民意見
區議會是最直接與地區接觸的組織，自然也備受梁振英看

重，當選後已見過區議會正副主席，他短期內亦會分兩批宴
請全體區議員：「我希望建立與區議會的緊密溝通，令區議
會發揮更好的作用，他們始終最貼近地區民情。」
至於內部民意收集工作，梁振英亦有構想。他指出，中央

政策組會繼續就不同政治、社會、經濟、民生議題進行民
調，以掌握民情起伏，但用電話調查方式接觸的只是某一群
受眾，網上則是另一群人。競選期間，他已看到網民意見的
重要性，上任後亦會繼續有專人負責收集及分析網民意見。
但是否設立facebook專頁，直接與網民溝通，他則笑說，暫
時沒有這個計劃。

回歸以來，行政會議一直扮演政策
「守龍門」的角色，但往往只能就已完
成草擬工作的政策建議提出一些個人意
見。梁振英透露，新一屆政府的行會成
員人數會與現在的差不多，但他們的工
作時間要比現在多，「我會要求行政會
議盡早參與政策制訂的過程，在政策醞
釀時已經加入，避免如現在到了政策制
訂下游才參與的情況」。他又傾向以
「直接民主」方式，全力爭取市民大眾
的支持，以確保在立法會擁有最多的支
持。

從僅提供意見 到提早建言獻策
現時行政會議每周舉行一次會議，由

行政長官主持，就政府即將作出的重要
決策或提交立法會的法案提供意見。梁
振英表明，未來行會非官守成員要投放

的時間一定會比以前多，包括會增加開
會次數和開會時間。他會容許非官守成
員正式討論各政策範疇的策略性問題，
並於政策和法例草案制定的早期便吸納
他們的建議和意見。他亦會考慮委任行
會非官守成員出掌重要諮詢委員會，專
注審視個別政策範疇，如房屋委員會、
教育統籌委員會、社會福利諮詢委員
會、醫管局、證監會等。

與立法會合作 靠最大民意支持
對於有行會非官守成員提出研究為他

們增設政治助理，梁振英坦言，現時未
有這個想法，指行會制度與立法會有所
不同，即立法會議員有薪酬，並有實報
實銷的開支預算，而行會非官守成員則
是給予一筆性的「honorarium」(酬金)，
而非薪酬，「你如何用，是你的事，如

果要請助理，那筆錢是應該夠用的」。
回歸以來的2位行政長官曾先後嘗試不

同方式與立法會合作，如首任行政長官
董建華曾組織「執政聯盟」，而現任行政
長官曾蔭權則採取與立法會政黨建立夥
伴關係的策略；梁振英則傾向採取「直
接民主」的方式，坦言「我們最大的合
作團隊是700萬香港市民」，立法會亦要
向民意負責。
「未來特區政府會全力爭取香港市民

對不同政策和決定的支持，也會更好吸
納民意」。他相信，此次立法會審議政府
架構改組是一好的例子，他到不同的地
區「落區」，會見不同的團體，向市民大
眾解釋政府架構改組建議，並吸納了他
們的意見。同時，在立法會方面，「我
們也盡最大努力和最大誠意，參與立法
會要求的所有會議」。

環球經濟不景的陰霾未散，香港股市應
聲下跌，但樓價卻仍高企，各種社會、民
生、經濟問題都迫在眉睫，可以說，新一
屆特區政府七一上任後，便再無「喘息」
機會，要立即全幅武裝投入工作。

預見「零蜜月」要做還須做
新官上任的蜜月期已可預見十分短

暫，甚至是零，但市民的期望及訴求則
擺在眼前，梁振英深刻明白肩上重任，
坦言上任後首重解決房屋、貧窮及老人
問題，亦會在經濟發展上有所舉措。他

承諾政策成熟一項出台一項，為把握時
機，不會等到施政報告才提出，又指獲
提名的司局長都已進入工作狀態，正在
構思相關的政策內涵。
還有不足1個月，新班子便會上任，時間

「買少見少」，將壓在新班子身上的擔子卻
是重之又重，面對沒有蜜月期的政治現
實，梁振英不見過分緊張，坦言「要做的
便要做」，上任後首要處理房屋、貧窮及老
人等市民最為關注的問題，包括研究如何
開發更多土地建屋，如何縮短建屋期及公
屋輪候冊。

在政綱中，梁振英亦提出重設扶貧委員
會，全面檢視貧窮的形態和成因，研究及
系統地處理、減輕不同成因的貧窮問題；
又建議向合資格老人家發放雙倍生果金，
並考慮合併長者綜援金和生果金計劃，探
討入息及資產申報以個人為計算單位的可
行性，及對家庭政策和公共財政的影響
等。他沒有直接點明預計最早可以「出台」
的政策及時間，但直言：「政策成熟一個
出一個，不會等施政報告」，預示部分利
民紓困的政策可以在10月前推出。

與未來司局長 晤談落實政綱
司局長的提名工作已經完成，梁振英

透露，獲提名的司局長都已進入工作狀
態：「我與他們都見過面，開始討論上
任後如何落實我在政綱中提出的建議。」
餘下日子，新班子亦會透過特首辦與現
有班子多加接觸，以做好兩屆政府的交
接工作。

從1982年的中英談判，到1997年回歸，再到今
日的回歸15周年，香港人走過了兩個截然不同的
15年。5年前，《財富》雜誌終認「香港不死」，
人權、法治、新聞自由猶勝當年，不過近日卻又
有人提出「香港將死論」，質疑香港未來管治，
將令港人再失法治、人權自由。梁振英憶說，回
歸前1年，仍有人擔心離開香港後，會成為流亡
分子，或有刊物因與中國立場不同而被禁，但事
實是，這些擔憂在過去15年根本沒有出現過。
「我認為，我們應該檢討一下，為何過去30年在
這些問題上的擔憂情況並沒有出現，到現在，我
們卻又繼續再提這些擔憂呢﹖」他強調，大家根
本不需要去擔憂未來特區政府會做甚麼縮短港人
的自由空間，這些權利既有基本法充分保障，亦
是特區政府珍視珍惜的核心價值。
回歸10周年時，《時代》周刊曾描繪當時的香

港是「晴天，有雲」。又是5年過去了，再論香港
今朝，梁振英直言，從不會用天氣形容香港未
來，因為「我們無法操控天氣，天要下雨，你也
沒辦法」。他強調，香港未來掌握在香港人手
中，「我們不問鬼神，問蒼生」。

發展現減速 成敗看決心
「我們在1982年看1997年，對許多『一國兩制』

落實的問題，如何保住香港的穩定繁榮，心中無
底。我們不知道一個國家內是否真的可以有兩種
貨幣，有兩種護照，但我們堅持目標，我們做到
了。」他形容，到了1997年時，「我們看問題看
得比較簡單，沒有下同樣的決心」，香港的發展
出現減速，因此「香港未來的關鍵是，我們要有
『決心』」。梁振英坦言，成績不會從天上跌下
來，希望「香港人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和前途」，
只要下決心做好工作，將會有更好的發展。
梁振英說，香港在過去15年有許多優勢和條件

未能好好發揮，特別是對於內地的發展，香港人
更有點妄自菲薄。但他堅信港人競爭力十足，
「據不完全統計，在內地大城市長時間工作和生
活的香港人有30萬，30萬是一很大的數字，我們
總的勞動人口才300多萬，說明香港人是很有本
事的」。未來的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援在本地或內
地工作的香港人，使他們有更好的發展。
近年內地人與香港人的交往頻繁，但亦帶來文

化衝突等問題，人心回歸工程仍需繼續努力。梁
振英不諱言，成績不是從天上跌下來的，是要通
過人去做工作才能爭取回來的。他多年前曾提出
「內交」概念，指的是內地與香港是「一國」之
內，「兩制」之間的交往，這便是其中一個要做
的工作。

做好「內交」充分溝通兩地
「要做好內交工作，向內地人解釋清楚香港的

情況，同樣地在香港亦要做這些工作，要講清楚
給香港市民知道，香港與內地的基本關係為何，
不能回避。」他解釋，如內地與香港簽署CEPA，
但許多內地居民不理解，質疑香港人經常向國家
要政策，「我在北京接受電視台訪問亦解釋過，
CEPA有條文讓香港生產的貨品免關稅進入內地，
但我們不會說讓內地貨物免關稅入香港，因為我
們任何地方的物品入口都是免關稅的」。

便利安保
決住禮賓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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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相當一段時間，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失速的。」梁振英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坦言，香港未來經濟發展必須全面提速，利用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去

解決社會積壓的深層次矛盾。他上任後會採取短中長期的經濟發展策略，包括會在短期

內大力推動「地區經濟」，並會在短期內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去研究成立金融發

展局，專責推動金融業的多元化發展，建立中長期的經濟策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過去20年，香港的GDP增長平均數只有3.96%，反觀
新加坡同期的增長卻達到6.6%。

「香港速度」從「快」變「慢」
梁振英嘆言，過往大家講「香港速度」是「快」的代

名詞，但到了現時，在地區內卻已等同「慢」的代表：
「例如我們現在建一座公屋要70個月，我們現在一些做事
的流程是否可以簡化一下﹖這個很值得我們思考一下。」
梁振英提出短期及中長期的經濟發展策略，中長期經

濟發展的其中一個重點是推動金融業的多元化發展，
「我們是國際、國家的金融中心，但我們的金融業也是
比較單一的」，如香港的IPO做得好，但債市和人民幣業
務則可以進一步發展。現在英國人、新加坡人都主動
「上門」表明想發展人民幣業務：「我們不能坐視不
理。」

盡快成立專組 研設金融發展局
「我會在短期內成立一個工作小組，研究成立金融發

展局。」他說，這個局會類似旅發局、貿發局的形式，
可作為一個平台，給業界和政府一起探索金融業的發
展。又形容香港在金融業大有發展餘地，其中船舶融
資，船舶保險有很大潛力，「我們國家是世界船舶大
國、航運大國，香港比起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都有條件做
船舶金融中心」。

發展地區經濟 力拓港優勢產業
就短期的經濟發展，梁振英將會集中發展地區經濟，

「我在新界西北地區聽到許多婦女的一致意見，她們對
我說，自己現在要到旺角、尖沙咀做酒店執房工作，但
如果能在元朗、天水圍找地建酒店，內地旅客由深圳灣

過來住，她們便不用坐車去到市區，可有多些時間給家
庭，更可促進當地旅遊業的發展」。他說，未來政府要
有地區經濟的意識，做到「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
機遇，地區把握」。
對於香港6大優勢產業之一的創新科技，梁振英透

露，已與被提名的科技及通訊局局長進行討論，基本思
路是香港不能與科技大國如美國、歐盟比較，不能一應
俱全去做：「我們看準了某些方面，便集中去發展。如
新加坡近年在生物科技上發展很成功，他們集中一門，
甚至一門中的一部分，可以做到在這個部門在全球處於
領先地位，香港也有這樣的條件，我希望做科研與我們
的教育、產業上下游結合好」。

緊盯歐債發展 「不能坐待打風」
面對時好時壞、難以預測的歐債危機，香港經濟無疑

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也令許多香港人都對前景感到
不明朗。梁振英直言，「我們不能因為菲律賓附近有
個颱風形成，便拉閘不做生意，我們一樣要做生
意」。新政府中的財政司司長將會集中精力，
兩眼盯實歐債危機的發展，「我們不能坐在
這裡等打風，我們要跟蹤颱風的形成、發
展的路徑」。
「如果我們把香港比作一個舖頭，我

們既要看 颱風，亦要做生意。」他
說，未來會將做生意的一部分工作
交予財政司副司長，這個副司長
統領部門「搞生意」，讓財政
司司長可以心無旁鶩、責
無旁貸去盯 歐債危機發
展。

「用較快發展，解決社會深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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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民望不強求 納民意靠三寶

行會不再只「守門」將參與政策醞釀上任頭半年 全力紓「三困」：

房屋 貧窮 長者

■1996年時任喬石委員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向出席全國人大香港

特別行政區籌委會的梁振英副主任委員頒發任命書。 資料圖片

■擔任基本法諮委會秘書長時，梁振英經常四處諮詢民間意見。

圖為與青年學生合照。 資料圖片

■候任特首梁振英：香

港經濟必須全面提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達文 攝

■CY日前落區，在上水新都廣場抱起小朋友，展現親民風

采。 資料圖片

■20世紀80年代，梁振英以專業身份到深圳講課，協助特區規

劃。 資料圖片

■沙士期間，香港專業聯盟主席梁振英偕同淘大業主會主席葉興

國、立法會議員陳鑑林到淘大E座平台視察。 資料圖片

■梁振英接受香港文匯報總編輯李曉惠（右）及副總編輯

尹樹廣（中）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回歸15年，歷經三任特首，禮賓府會否再成為特首住所備

受政界中人關注。梁振英笑說，本來的確想過日後繼續住在

自己的山頂大宅，但出於保安理由，在10天前聽從警察部門

的建議，上任後將會入住禮賓府；但會否將禮賓府正名為行

政長官官邸，他就表明，並無此考慮。

有說「住生不如住熟」，何況山頂大宅還有梁振英心愛的

花園，春耕秋收總是他流連忘返之處，但梁振英無奈亦要搬

離，只因早前與警察部門討論山頂大宅作為官邸的保安要求

時，警方提出要改動山頂大宅間隔，亦會派人長駐官邸，以

保護特首及家人安全。而禮賓府經多年風霜，今年需更換屋

頂瓦片，若特首決定入住，內部也要略作裝修。故幾經思前

想後，CY終於決定入住禮賓府。只是未知日後CY會否自己

在禮賓府的花園中繼續「拈花惹草」呢？

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後，禮賓府一直是特區行

政長官及政府接待各界要人的最重要官方場所。第一任行政

長官董建華決定續住私人住所，並無搬入禮賓府；第二任行

政長官曾蔭權上任後則正式入住禮賓府，成為首位在禮賓府

居住和辦公的特區政府首長。

候任行政長官接受本報獨家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