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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旋踵，香港新一屆治港班子上任已經半個月，雖說

早已經預料梁班子在當前的政治經濟氣氛下必然舉步維

艱，卻也真是沒有人會想到是如此艱困。

然而，正如其中一位新任行會成員所言：新班子沒有

最好的開始，唯有希望通過更加盡心盡力地面對挑戰，

以爭取港人的信任，在任期結束之際能有一個最好的結

局。

施政不可能面面俱圓
平心而論，香港回歸15年來，香港政制發展穩步向

前，香港的民主、法治、自由等核心政治價值得到維

護。但是不能否認的是，政治生態複雜多變，「為反對

而反對」的力量始終不停破壞。加之香港經濟的結構性

難題，導致產業單一，轉型艱難，亦導致財富分配欠

公，加劇貧富分化，進而使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回歸以

來，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了38.5%，其中社會佔

據最上層的10%的市民，收入上升了近65%，但社會最

底層的10%的市民，收入卻下降了22%。2011年，香港

基尼系數高達0.537，顯示貧富日益懸殊，已經達全球

之最。經濟發展沒能帶來同步的民生改善，造成民怨累

積。而社會向上流動性減弱，更令社會呈現碎片化狀

態，以至經濟及社會、民生議題皆「泛政治化」，嚴重

影響政府施政效率。

這些問題都可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更不是

新政府如何努力落區傾聽所能解決的。那些「為反對而

反對」的聲音，以及唯恐天下不亂的嗜血政客，更只會

趁機落井下石，絕不會給時間和機會予新一屆特區政

府。政治學上有一句名言，就是「一個管治者，只要能

在自己任期內的絕大多數時間，轄下的絕大多數地區，

令絕大多數的人滿意，就已經非常稱職了」。這三個

「絕大多數」，其實是非常高的要求，卻也正正說明了一

個道理，就是執政施政眾口難調，要令所有人都滿意，

只是奢想。

因此，筆者最想強調的，是梁特首及其團隊必須放棄

在當前政治環境下爭取那些「為反對而反對人士」支持

的幻想。施政方面，必須在認準絕大多數市民利益所在

的前提下，果斷決策，勇於任事，切實推動，全力落

實。只有通過做實事，見實效，才能真正確立梁班子的

威信，扭轉劣勢。

平心而論，香港市民目前最希望特區政府落實的，不

外三大問題，這就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機會公

平。這其實正是不久前胡錦濤主席訪港期間一再強調的

問題。

經濟政策須以星洲為師
因此，筆者不惜野人獻曝，嘗試把落實上述三大問題

的一些急需採取的措施，作出梳理，以供參考。

首先就是發展經濟，在這方面，香港的參照地就是新

加坡。2011年，新加坡人口518萬，GDP近3,000億美

元，人均GDP近6萬美元；同年，香港人口711萬，GDP

近2,500億美元，人均GDP不足35,000美元。長期在亞洲

四小龍時代經濟優於新加坡的香港，如今不但在人均

GDP落後星洲，連總產值也不如總人口少過香港200萬的

對手，實在令香港人汗顏。

眾所周知，新加坡經濟的成功一方面是依托了東盟的

整體發展，但更主要的還是在於其政府的高瞻遠矚及強

勢主導。新加坡大力引進優秀人才尤其是企業家和科技

人才，傾力推動生物醫藥等高新產業，尤其是重視製造

業和服務業的平衡發展，保持了產業的多元化，而且通

過強有力的福利政策，推動了財富的再分配，保障了國

人尤其是低下階層的居住、衛生以及接受教育的權利，

有效化解了大量的社會矛盾。

因此，梁振英團隊必須大膽地提出學習新加坡的口

號，按照香港的實際而非機械地吸收彼邦發展經濟、

推動產業平衡等方面的經驗，令香港重鑄輝煌。因

為，離開了經濟基礎，民生以及民主等等，均將無從

談起。

改善民生應當坐言起行
至於民生問題，其實也與社會公平緊密相連。香港坐

擁巨額盈餘，卻未能讓市民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如

何善用公帑去令百姓滿意，本就是執政者應當完成的任

務。因而特首梁振英近日斷然宣佈推出總額近69億元的

利民措施，包括設立長者生活津貼每月2,200元，令40

多萬名長者受惠；在新居屋單位推出前，每年會容許

5,000名符合白表資格的人士，在居屋第二市場購買未

補價的居屋單位；制定長遠房屋策略，增建公屋，縮短

35歲以上申請人的輪候時間；建議全數資助非政府機構

興建青年宿舍的建築費

用，以幫助在職青年有自

己的居住空間，首輪目標

是提供3,000個住宿單位

等，都是必定能得到市民

讚許，筆者個人全力支持

的善政良策。而且針對的是時下最急需幫助的老人以及

年輕一代，必能對症下藥，收立竿見影之效。筆者唯一

希望梁特首再加碼的兩件事，一是及早收回東西兩條隧

道，以減少每日無數過海穿行的市民讀書就業的交通費

用。實在是澤被全港，功德無量。二是再進一步加快公

屋以及各種公共設施的建設周期，那種5年周期再不能

縮短，因為不希望出現短樁的說法，完全無法成立，難

道建10年，就能保證不出現短樁？關鍵還在於工程監

控。

香港演繹新版龜兔賽跑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香港的確急需化解戾氣，減少

紛爭，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中國社科院公

佈的兩岸四地城市競爭力最新排行榜，294個城市中，

香港競爭力連續10年蟬聯榜首，但相對其他城市的優勢

正迅速縮小，內地城市在綜合增長、經濟規模、產業層

次、生活質量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

要知道，直到2001年，香港的經濟規模還是上海的近

2倍，北京的2.5倍，深圳的3倍，但經過近10年的發

展，上海的經濟規模早已超過香港，京港也已相差不

遠；預計到2015年，香港的經濟規模將處於上海、北

京、廣州、深圳、蘇州、天津之後。曾幾何時的香港經

濟奇跡，早已經化為龜兔賽跑的最新例子。一向以奮發

圖強、自食其力為獅子山下精神的香港人，亟須居安思

危，再不能蹉跎歲月！

梁特首及其團隊目前面臨嚴峻挑戰，施政須在認準絕大多數市民利益所在的前提下，果斷決

策，勇於任事，切實推動，全力落實。只有通過做實事，見實效，才能真正確立梁班子的威

信，扭轉劣勢。平心而論，香港市民目前最希望特區政府落實的，不外三大問題，這就是：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機會公平。這其實正是不久前胡錦濤主席訪港期間一再強調的問題。

謹記三個絕大多數 治港班子須果決前行
陳振東　全國政協委員

新立會建新關係
梁盼攜手推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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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上任不足1個月的時間，特首梁振英

已3次與其問責團隊成員，走訪了全港18

區，貫徹走入群眾、直接聆聽市民心聲的

親民作風。他昨日在網誌撰文時強調，自

己在特首選舉前後頻密落區超過100次，並

將各地區、各階層和各界別市民的訴求，銘記

在心。自己在競選政綱中的大部分主張，就是

落區收集得來的訴求和民間智慧，上任後將會

一一付諸實行，重申「民生無小事」，改善民

生，推動民生工程，是他努力不懈的目標之

一。他又強調，自己會改善政府和來屆立法會

的關係，期望與立法會各黨派衷誠合作，以社

會整體發展和廣大市民利益為依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

曉輝）特區政府如何解決
「雙非」孕婦問題，備受社
會關注。清華大學法學院院
長、前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王振民（見圖）認為，特
區政府需要一些時間處理有
關問題，而人大常委會已曾
於1999年就該問題釋法，毋
須再次釋法，相信特區政府
可以通過修例或由本地法院
再作解釋，解決「雙非」嬰兒居留權問題。
王振民昨出席《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新書發布

會暨講座時表示，人大常委會再就「雙非」問題釋法的
機會不大。他說：「人大常委會1999年釋法時已經解釋
得很清楚了，其實不需要通過人大常委會來採取甚麼行
動。」

修改判決外國常有
人大常委會雖曾就事件釋法，並處理了包括「雙非」

嬰兒並不享有居留權問題，惟終審法院於2001年就「莊
豐源案」所作的判決，卻有不同理解。他認為，由香港
法院再就有關問題作聲明是可行辦法，「法院判了以
後，後來法院可能覺得這個解釋不太正確，所以法院可
能會重新作出判決，把以前的判決作出修改」。他指
出，類似情況在不少國家時有發生，而通過法院的措施
及重新解釋，可以解決問題。
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指

出，「雙非」問題牽涉法庭裁決及政府政策。他稱，大
量「雙非」孕婦產子，某程度上建基於特區政府以規範
及半歡迎的政策去處理問題。他認為，以行政手段去處
理該問題，付出的代價最小，亦較合理及容易令人接
受，「當然可以根治問題，但現時連本地孕婦的服務亦
受影響，刻下最重要是解決這個問題，其他事情可下一
步解決」。

陳文敏指修例最佳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認為，以行政手段處理

問題最為快捷，亦可即時修正，人大解釋則會引來很大
震撼。但他認為，修改《基本法》才是最好辦法，只是
政治角度上未必十分可行。他稱，根據實際情況修改法
例，其實十分平常，中國憲法亦經常修改。他又謂，如
果再有一宗類似案件，讓法院有機會再審，卻不一定會
推翻當年《莊豐源案》的判決。
對於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早前表示正與保安局研究，就

「雙非」嬰兒是否有居留權，向法院申請聲明尋求法律
解釋，陳文敏則對有關做法有所保留，「因為法院並非
政府的法律顧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基本法》與香港市民息息相關，
但其起草過程及立法原意，大部分
港人卻未必知曉。由清華大學憲法
學博士李浩然主編、三聯書店出版
的《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
昨日舉行新書發布會暨講座。李浩
然指出，「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的關係好比建築物及地基，他在篩
選及整理資料的過程中，面對很大
困難，但期望該書可以成為立法典
範。

王振民：助各界認識更多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前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王振民昨日出席發
布會暨講座時，大讚有關資料整理
得非常好，可令社會各界以及內地
對《基本法》有更全面認識，亦是
非常重要的公民教育工程。他指

出，《基本法》內每一個條文的背
後，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起草過
程中存在爭議亦是必然的，須經過
長時間的討論。他說：「起草過程
體現了共識，最後《基本法》得以
順利通過，亦反映出社會各界的共
識，及對香港未來各方面的安排，
實在得來不易。」
王振民亦提到，現實時局的變

化，可能在《基本法》起草的過
程中從沒想過。他舉例指，2004
年實施的CEPA，於《基本法》內
從無觸及。他稱，香港奉行高度
自治、「港人治港」，不需要國家
來管，但特區後來發現到可能被
內地各省邊緣化，如果沒有參與
內地的經濟及商貿活動，可能對
香港不公平，因而衍生出CEPA的
實施，「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
的，我們都要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新任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在上任後首次接受電台訪問時
稱，新班子每天早上開會時氣氛凝重，這個「熱
廚房」比想像中熱。他稱，接受任命前已準備要
付出，所以無後悔加入新政府。他強調，雖然新
班子甫上任便面對巨大壓力，但反而令團隊更團
結、互相支持和勉勵，期望團隊迎難而上。
自特區政府新班子月初上任後，包括高永文在

內的多名官員被捲入僭建風波，「落區」聽取民
意亦遇到不少示威。他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稱，
單位現正由合資格人士檢視，因此不想過多解
釋。他稱，新班子甫上任便面對巨大的壓力，遇
到不少困擾，「雖然肯定不會開心，但反而令團
隊更團結一致、互相扶持和體諒，期望團隊迎難

而上」。
高永文透露，新班子每天早上開會時，氣氛都

十分凝重，這個「熱廚房」比他想像中熱，但接
受任命前「已預期要付出」，故強調無後悔加入
新政府，但對家人則有歉意。對於有指政府近日
推出多項措施是為了淡化負面形象，高永文否認
有關說法，強調推出新措施是回應市民的訴求，
兌現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承諾。

醫療券加碼助公院減壓
至於行政長官早前建議把長者醫療券金額由

500元增至1,000元，高永文認為每人都會有不同
意見，但政策須顧及公平性，建議加幅已是向前
邁出一步，認為提高金額可吸引更多長者使用醫
療券，選擇私家醫生，減輕公立醫院的壓力。他
又稱，出席電台節目讓他有機會討論對香港醫療
發展的看法，並聽取市民的意見。

高永文：廚房熱更團結

梁振英昨日以《努力不懈 民生我心》為題在
網誌上撰文。他說，自己日前在本屆立法會會
期結束前出席答問大會，宣布了「民生5招」，包
括增設每月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每年
容許5,000名符合白表資格人士，在居屋第二市
場購買未補地價的居屋單位；與非政府機構合
作興建青年宿舍，首輪目標提供3,000個住宿單
位；把長者醫療券額，由每年500元增至1,000元
等，都回應了社會的訴求。

惠民措施早已寫入政綱
有論者質疑，他是在試圖借助惠民利民的措

施來轉移視線，梁振英坦言，持這些論調的
人，可能並不知道他半年前制定的政綱已經有
這些承諾，並強調香港積壓的深層次問題不
少，自己剛上任也面對一些困擾，但他和大家
一樣，要政府做實事：「我和我的團隊會排解
困難，也會專注落實我的競選承諾。」他稱，
已經成熟的決策，當局定必早日執行；需要諮
詢和進一步研究的課題，也定必虛心聆聽、審

慎決定：「我們會急市民所急，為市民解困，
繼續以成熟一項，落實一項的做法，致力改善
民生。」

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
各項惠民措施要得以落實，立法會的配合十

分重要。梁振英並說，他十分重視與立法會的
關係，故決定出席答問會，向議員講述施政理
念和主要決策，並選擇在立法會宣布一系列回
應市民訴求的民生政策，而改善政府和來屆立
法會的關係仍然是他的重點工作之一；新一屆
立法會可望於10月開始運作，期望與立法會各黨
各派衷誠合作，以社會整體發展和廣大市民利
益為依歸。
他並以「長者生活津貼」為例，指政府盡速

完成決策，也會爭取立法會議員盡早通過撥
款，以便合資格的40多萬長者早日獲發這筆新津
貼。

團結市民重拾香港速度

他強調，700萬香港人是一家，要建好這個
家，自己和團隊要凝聚和團結全港市民，重拾
「香港速度」。要尋回蹉跎了的歲月，需要你我齊
心一意，共同努力。並重申在醞釀和制定政策
過程中，會重視大家的意見，繼續虛心聆聽各
界人士的不同看法，凝聚共識，求同存異，作
出符合市民期望的決定，然後果斷執行。又承
諾在未來的日子，會繼續透過不同形式的活
動，走入民眾，零距離接觸市民，拉近政府和
市民之間的地理、心理和政策距離，履行做個
親民特首的承諾。

感謝公僕助火速推新政
梁振英並說，上任短短兩個星期，可以推出5

項符合市民訴求的新政策，要感謝各級公務員
同事的不懈努力。兩個星期的經驗充分說明香
港的公務員團隊是優秀的，在公務員同事的支
持和配合下，他有信心可以將競選政綱中的主
張和承諾一一落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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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權 攝

■高永文昨日在衛生署署長陳漢儀（前右一）陪

同下，到訪粉嶺母嬰健康院，並與市民傾談。

■特首梁振英自上任以來頻頻落區聆聽市民意見，同時和公務員團隊繼續保持密切溝

通。他昨日在海關關長張雲正陪同下，到訪香港海關的葵涌海關大樓，了解海關人員的

工作。他對海關人員的專業表現非常讚賞，並鼓勵他們繼續努力。 文：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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