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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不移挺梁 符合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文匯報》7月16日發表文平理的正論：《堅定不移挺梁》
，筆者認為是一篇表達了中央全力
挺梁訊息和廣大港人心願的重要文章，文章提出：「為了愛國愛港事業的大局，為了港人的福
祉，社會各界特別是愛國愛港力量要堅定不移挺梁，不相信謠言，不動搖信念，精誠團結，顧
全大局，和衷共濟，全力支持梁振英領導新一屆政府開拓新局面。」這對於近來不斷有人發起
「倒梁」攻勢，甚至製造謠言說中央要更換特首，是及時的澄清，是對謠言的粉碎。
近來不斷有人發起「倒梁」攻勢，甚至製造謠言說中
央要更換特首，言之鑿鑿，煞有介事。例如某報造謠
說：「據了解，麥齊光中箭下馬或令中央加快推動
『Plan B』
（後備方案）
，物色人選替補危危乎的梁振英做
特首，但原先的頂頭大熱林鄭月娥卻因護短行情轉淡，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取而代之成為『大黑馬』
。」又蠱惑
人心說：「多名政界人士向中間人反映，就算中央堅定
挺梁，若梁始終無法挽回民心，未來施政只會困難重
重，影響特區穩定，因此已經有人建議北京研究後備方
案，包括在必要時，是否有人可以『替補』梁振英任特
首。」筆者要指出的是，如果任由「Plan B」的謠言傳
播，不但影響市民對梁振英和新一屆政府的信心，更影
響社會穩定。

意圖， 短期內更換特首，係絕對無可能。」
要強調的是，中央不但不會在短期內更換特首，而且
筆者預料短期之後中央也不會更換特首。正如曾鈺成強
調：「中央對梁振英是經過長時間觀察及認真評估，要
換特首，咁邊一個人，中央會有信心，覺得有人會比梁
振英先生做得好呢？」
梁振英34歲當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42
歲做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45歲擔任特區行政會
議召集人。這履歷表明梁振英對《基本法》的制訂、香
港的平穩過渡、順利回歸有傑出貢獻。梁振英自己也欣
慰地說過，他努力「為國家做了兩件事：一是土地和住
房制度改革；二是以和平方式收回香港」。香港回歸
後，梁振英長期擔任行會召集人，努力服務港人。

謠言止於智者

梁振英合法當選特首為多數港人擁護

正所謂謠言止於智者，被捲入謠言的林鄭月娥和曾鈺
成，都力指中央沒有所謂「Plan B」
。林鄭月娥多次斬釘
截鐵表示，她個人完全無政治野心，加上行政長官與政
務司司長關係清晰，她主要是輔助行政長官施政。曾鈺
成接受無 電視訪問時堅稱：「絕對唔相信中央有換人

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開始以來，中央一直強調第四任
特首需符合三項條件，即愛國愛港、具有管治能力和社
會認受性。這三者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選舉的結果
證明梁振英符合這三項條件：特首愛國愛港，是要保證
香港的管治權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特首具有管治能

力，可逐步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回應市民多元 「 有 口 話 人 ， 冇 口 話 自
訴求；特首具有社會認受性是民意基礎，也取決於愛國 己」
，既反映了反對派的
愛港立場和管治能力。溫家寶總理強調選出一位為多數 雙重標準，更突顯了他
港人所擁護的特首。梁振英出任特首，是嚴格按照《基 們的操守和誠信大有問
本法》及選舉條例的規定，在公開公正公平的環境下由 題。
1,200名選委投票選出來，然後由中央政府正式任命。
中央高度信任和全力支持梁振英
梁振英依法成為新一任特首，不僅顯示他為多數港人擁
護，是三個條件的綜合體現，而且制度上已經賦予其充
有人抓住梁宅僭建以及麥齊光辭職的個別問題，一再
足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豈可隨意「換馬」？
散布「Plan B」的謠言，說中央要在短期內更換特首。
這絕對是造謠惑眾。事實是，中央對梁振英有全面的考
反對派議員操守誠信大有問題
察和了解，不僅對梁振英的競選政綱給予極大的肯定，
梁宅僭建屬於無心之失，並非有意隱瞞，不涉及誠信 而且對於當選特首的梁振英給予高度信任和全力支持。
問題。梁家大宅前業主主動站出來證實僭建是自己所 中央全力挺梁的信息非常清晰，決不容許任何人混淆視
為，還了梁振英一個清白。然而，有人將事件無限上 聽。
綱，大肆炒作，掀起「倒梁」狂風惡浪，企圖以此全面
梁振英提出的「穩中求變」的政綱和治港理念得到中
否定梁振英。這當然是別有用心，社會各界不可能接 央領導人充分肯定，符合中央希望梁振英全面開創香港
受。要指出的是，這些義正辭嚴的反對派政黨議員，真 長期繁榮穩定的新局面的要求。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
的有資格站在道德高地「審判」梁振英嗎？
濟競爭下，香港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一系列深層
反對派議員於2011年先後被揭發的霸官地、霸天台、 次問題和矛盾困擾下，香港如不穩中求變，必然積重難
僭建簷篷等嚴重違規行為，如今一年時間過去，卻多數 返。梁振英「穩中求變」尋求香港的生存和發展之路，
沒有履行當日承諾作出糾正。被揭發的僭建違規問題， 與市民一起共謀對策，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讓經濟發
以民主黨最嚴重，該黨主席何俊仁，立法會議員涂謹 展成果惠及民眾，符合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梁振英能
申、李永達、張文光及黃成智等人的議員辦事處以至寓 否帶領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以「新人事、新作風、新思
所有不同程度的僭建；而工黨主席李卓人、成員張國 維」
，去「讓香港公眾看到新氣象、新希望」
，「開創香
柱，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都涉 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新局面」
，關係到香港未來的發展，
嫌違法僭建，「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更公然霸 關係到700萬港人的福祉。因此，堅定不移挺梁，符合
佔官地。在反對派各政黨政團針對梁振英和新一屆特區 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
政府官員的懷疑僭建問題窮追猛打之際，反對派議員卻

立選報名開鑼
各黨今爭頭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2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今日開始

工聯會今日亦會舉行「出師」儀式，
接受參選者提名，各政黨及政團都決定「 個頭彩」
，於提名期首日 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及陳婉嫻會為各
參選人打氣，而該會參加新界西直選的
正式報名參選，包括民建聯競逐「超級區議會」議席的團隊，新民 麥美娟等會於同日報名參選。

黨兩個地區直選的參選人，以至功能界別的參選人等。

今 由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各選出35
屆立法會選舉將於9月9日投票，

名議員，共選出70名議員。是次選舉的
提名期由今日開始至7月31日，為期兩
周。

劉江華李慧 搶先報超選
在今屆選舉中首次增設的5個「超級
區議會」議席，是今屆選舉的焦點。
於日前舉行的特別中委會會議上，通
過由副主席劉江華及李慧 各組成一
張名單，出戰「超級區議會」議席的

民建聯，會在今日提名期首天為有關的
參選團隊打氣，主席譚耀宗、創黨主席
曾鈺成，及參與地區直選的各團隊將為
他們打氣助威，隨後參選團隊會向選舉
主任遞交提名表，正式參選。
同日，由譚耀宗、元朗區議會主席
梁志祥及荃灣區議員陳 鑌分別率領
的3張新界西參選名單，及由現任議員
陳鑑林率領的九龍東參選名單亦會遞
交提名表。

棠哥嫻姐親為候選人打氣

橄欖盼阿Paul直選得米
立法會換屆選舉今日揭開戰幔，預料競
爭會十分激烈。日前獲民建聯中委會通過
在原區競逐連任的民建聯九龍東現任立法
會議員陳鑑林(橄欖)透露，自己會夥拍3名
新生代，包括區議員黎榮浩、洪錦鉉及柯
創盛出戰，並坦言自己希望建制派可以在
九龍東5席中取得3席，包括自己以及工聯
會現任九龍東議員黃國健，最後1席他希望由旅
遊界轉戰地區直選的謝偉俊(阿Paul)勝出，故民
建聯會幫手協調區內約20個不屬於民建聯和工
聯會的友好團體，協助謝偉俊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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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建制派會協調
謝偉俊於7月14日宣布將參加新一屆立法會選
舉的九龍東地區直選，並以「公益、革新、健
康民主」為競選口號，表達他希望以律師的專
業背景和服務旅遊界的經驗來革新九龍東。陳
鑑林昨日在立法會被問及謝偉俊的參選問題時
表示，由於今年選舉競爭激烈，倘建制派不協
調，選舉難於成功，為讓謝偉俊能夠成功進入
議會，他們會幫手協調區內不屬於民建聯和工
聯會的友好團體，協助拉票，估計對方可以獲
20名「樁腳」的支持。
不過他坦言，謝偉俊當選與否，「始終都要
靠自己努力、魅力」
，認為對方身為直選新人，
應主打中產及專業階層，及提出清晰理念。

主打民生爭連任
被問及他的選情時，陳鑑林表示，九龍東有
較多的基層市民，他們對民生及經濟議題至為
關注，故自己的團隊未來的拉票策略，亦會主
打經濟及民生事項，口號則為「實際為民生」
，
又坦言自己對選舉期內可能會出現抹黑材料已
經有心理準備：「我間屋都被指有僭建，但我
一直依法辦事，政府要求拆的我一定會拆，沒
有要求我拆的就不會拆。」

葉太田二少分戰港島新西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及副主席田北
辰今日會遞交提名表，報名參加立法
會選舉的香港島及新界西地區直選
議席。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會報名
參加港島區直選，同黨的黃碧雲今
日則會和張文光合組報名參加九龍西
直選，而公民黨參選人郭家麒與余若薇
的參選名單，和民協主席廖成利與屯門
區議員嚴天生合組的參選名單，今日亦
會遞交提名表，報名參加 新 界 西 直
選。
同日報名參選的還包括於昨日舉行

記者會宣布合組名單參選港島區直選
的「人民力量」主席劉嘉鴻、執委歐
陽英傑及「香港人網」創辦人蕭若元；
前社民連副主席、在上屆立會選舉中落
敗的勞永樂亦捲土重來，報名參加港島
區直選；在區議會中落敗的社民連成員
陶君行會報名參選九龍東。

盧偉國陳亨利角逐功能界
在功能界別方面，香港工程師學會
前會長盧偉國今日會在資深及青年工
程師與業界人士的支持下，報名參加
工程界選舉。獲現任議員支持的陳亨
利今日會報名參選紡識及製衣界選
舉。教育界的何漢權和馮偉華會同日
報名。社會福利界現任議員張國柱亦
將在誓師後報名競逐連任。莫乃光則
會報名參選資訊科技界。

11人名單攻立選 自由黨要爭6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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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昨日舉行特別常務委
員會會議後，一致通過在今年
9月立法會換屆選舉時派出6個
團隊、共11人的名單，參選香
港島、新界東地區直選，和4
個功能界別議席，其中榮譽主
席田北俊將捲土重來，夥拍副
主席周梁淑怡再戰新界東直選，主
席劉健儀首度領軍角逐香港島直
選；張宇人及方剛則競逐飲食界和
批發及零售界連任，九倉董事易志
明會接替劉健儀首次競逐航運交通
界，加上再戰紡織及製衣界的鍾國
斌，希望爭取最少6個目標議席。
自由黨昨晚在特別常務委員會會
議上，正式通過並宣布今年9月立
法會地區直選的參選名單，並以
「堅持良知為本、敢於Say No的精
神」作為競選口號。

新界東4人名單冀「坐1望2」
自由黨昨晚宣布，新界東直選會
由田北俊領軍，周梁淑怡排在名單
次席，並與新界東支部主席梁志偉
及北區區議員廖國華組成一張名單
參選，希望「穩奪一席，放眼兩
席」。在港島直選，劉健儀則會夥
東區區議員邵家輝及李鎮強出戰。
在功能界別方面，方剛、張宇人會
競逐連任，並推出兩人參與航運交
通界和紡織及製衣界的選舉。
田北俊昨晚坦言，考慮到今屆新
界東增加兩個議席及10多萬人口，
按照過往50%的投票率，預料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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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左）及林智遠公布會計師對業界及
社會10項議題關注度的排名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會計師作為
專業人士，一向被社會視為收入較高、生活無
憂的階層。但一項調查發現，有81%受訪的會
計師最關注工作時數的問題，其中30歲以下者
更達89%，負責是次調查的會計資源中心主席
林智遠表示，調查反映年輕會計師普遍面對長
工時問題，建議為打工仔爭取合理加班津貼和
補假，又鼓勵僱主「以人為先」
，衡量員工的工
作量，在休假和上班時間給予充分彈性，「做
個良心僱主」，又促請當局改善年輕中產人士
「置業難」的問題。
會計資源中心於6月14日至28日，向出席該中
心講座的會計師派發問卷，共訪問了523名會計
師，了解他們對業內5個相關議題，和5個社會
議題的關注。調查結果於昨日由會計資源中心
榮譽主席、立法會會計界議員陳茂波及中心主
席林智遠公布。
5個與會計業界相關的議題，包括工作時數、
晉升機會、考取專業資格、掌握最新會計守則
及在內地發展的空間。調查發現，工作時數是
會計界最關注的議題，其次是晉升機會
（77%），深入分析後發現30歲以下的受訪者最
為關注的是工作時數問題，佔89%。
在房屋、醫療、教育、環保和政制發展等5個
社會議題上，有92%受訪的會計師關注房屋問
題，其次為醫療88%。調查更指出，30歲以下
的受訪會計師中，有92%人表達關注房屋問
題，比醫療議題高出16個百分點。

月薪3萬難買樓

林智遠昨日在記者會上分析指，身為中產的
會計師固然未能受惠於公共房屋政策，而以目
前私人市場的樓價，就連所謂「窮人恩物」的
中小型單位，樓價亦達400多萬元，月入即使逾
3萬元的會計師要儲夠首期也難以負擔，「有年輕會計師說，
因為買唔起樓而暫時唔結婚」
，希望特區政府盡快提出長遠土
地發展策略，提供市民可負擔的樓宇，讓市民享有安樂窩。

■自由黨昨晚正式宣布今年9月立法會地區直選的參選名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達8萬名新選民，故認為絕非外界所
指的會有候選人低票當選，而是每
人最少要穩持3萬張至4萬張支持票
才可以贏得議席，故自己決定與周
梁淑怡合組一張名單出選新界東，
務求到更多地方以更多角度示人。

田北俊認地區工作不足惡補
他承認，自己過去的地區工作確實
不足，但最近兩年不斷落區，尤其是
在「雙非」
、自駕遊等議題上處理不
俗，希望未來兩個月會做得更好。
周梁淑怡則說是次參選的新界東
團隊，有兩名資深地區人士，相信
有助增加地區優勢，並強調田北俊
曾經在新界東奪得6萬幾張支持
票，有信心有一定目標票源。被問

到會否擔心選舉失利甚至再度萎
縮，田北俊回應時強調，自由黨發
展多年來有上有落，今次「只許成
功不許失敗」
。

逾百行家撐張宇人連任
另外，競逐飲食界連任的張宇人
昨日「搶閘」在添馬公園露天劇場
舉行誓師大會，正式宣布參選，並
以「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All for
Tommy, Tommy for all）為選舉口
號，獲逾百名飲食界朋友到場支
持。他說，參選政綱將圍繞「做好
營商環境，不要百上加斤」為題，
反映業界目前最需要的是「鬆
綁」，並期望業界可持續發展，繼
續發揮自由拚搏的香港精神。

陳茂波撐居屋免補價
就特首梁振英前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中宣布，將推出每年
5,000個配額，供白表人士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陳茂波認
為，該政策目的是活化居屋二手市場，可惠及中產階層當中
收入較低的人士，讓他們改善生活條件，而長遠而言，特區
政府應解決土地供應，讓更多新樓盤落成。

阿基辭平機 單打林煥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昨日
在換屆選舉提名期開始前夕，才宣布正式辭任平機會委員職
務。他在辭任聲明中稱，平機會主席林煥光決定同時兼任行
政會議召集人，違反《巴黎原則》強調的「人權機構必須獨
立於政府」的原則，損害平機會的獨立性，並立下了「極壞
的先例」
，令政府日後會再透過委任安排，「破壞其他監察機
構的獨立性，後患無窮」
，故決定辭去平機會委員職務，即日
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