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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後，吸納香港社會各方的意見，

將政綱概括為「穩中求變」。他解釋說，穩定發展是目

標，「求變」作為一種手段最終是為了求穩求發展，是

為了給香港一個和諧發展的環境，人人都有發展的空

間，不僅老百姓安居樂業，商界人士也有安定的營商環

境。　

急市民所急 成熟一項推一項
梁振英就任行政長官兩個半月來，其「行之正道 穩

中求變」的政綱初見成績。新政府上任兩個半月以來，

在各政策局和公務員同事的配合和協調下，已宣布五大

政策措施和推出六項重要民生工程，集眾人的決心和力

量逐步實踐他的競選承諾，帶領香港「穩中求變」。

五大政策措施均本 「穩中求變，適度有為」的方

針，時間上，「成熟一項推一項」，「急市民所急」。

「長者生活津貼」、增加長者醫療券，體現老有所養，正

是民心所向。不久前熱映的香港電影《桃姐》，反映香

港老人院生活的片段讓人難忘。當片中一群老人機械地

張 嘴巴，護工挨個餵飯的場景出現，許多觀眾唏噓不

已。新一屆政府需要因應人口老化加劇的趨勢，未雨綢

繆制定全面的人口規劃，設立養老基金，為紓緩人口老

化，減輕社會未來負擔做好準備。同時，新政府應提倡

孝道來防止人口老化帶來的社會影響，應該多開方便之

門，增加優惠券給照顧老人的家庭，減輕有老人家庭的

負擔。

應制訂長遠穩定的土地利用規劃
梁振英加快公屋、居屋興建，明年先容許5000名白表

人士免補地價購居屋，又計劃興建青年宿舍，居屋新措

施助中產及年輕家庭置業。7月31日，梁振英又宣布10

項穩定樓市措施，反映政府有決心協助市民置業，加快

審批預售樓花申請亦有助紓緩樓市供求緊張。9月6日，

梁振英明確港人港地政策的具體內容，顯示政府平抑樓

價、幫助市民解決住屋問題的決心。

美國宣布推QE3不到一天，金管局再推四招加強銀行

樓按監管，避免加劇樓市泡沫。QE3令本港樓市泡沫風

險更大。現時樓市已與本港實體經濟脫節，供求失調，

政府有需要時應果斷出招，遏止QE3催生本港樓市泡

沫。但要看到，本港樓市熾熱，根本原因在於供應不

足，而本港在新界等地尚有九成多的土地未開發，政府

應制訂長遠穩定的土地利用規劃，建設大規模的社區設

備完善新市鎮，才是解決樓價過高、置業困難的治本之

道。中長期而言，政府應改變在覓地方面零敲碎打的做

法，下決心解決建屋土地不足，拿出魄力大量拓地，並

可考慮恢復回歸前發展新市鎮的政策，方可在土地房屋

政策方面適應社會的發展。

傾聽民間疾苦聲 一枝一葉總關情
宣布五項政策措施後的六個星期，梁振英再推出六項

民生工程。六項民生工程，有的看起來似乎細小，但卻

體現了梁振英關心民生疾苦。梁振英在網上撰文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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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鄭板橋《墨竹圖題詩》：「衙齋臥聽蕭

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

關情。」鄭板橋說自己只是一個小縣吏，然而只要是有

關民生疾苦，事無巨細，都會放在心上。作為特首，梁

振英把700萬市民的民生疾苦放在心上，令市民感到欣

慰。

貧窮問題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解決此問題要為基層

人士特別是年輕人提供向上流動的空間。梁振英認為，

解決此問題辦法，包括進一步發展以就業為本的產業如

旅遊業等，用好國家的支持政策，拓展在內地的商機，

為港企轉型提供幫助，令香港人向上流動的空間擴大到

整個國家。

兩地合作 正來做 回擊「去中國化」圖謀

值得注意的是，反

對派策動「反國教」

風波，妖魔化國民教

育，由「反國教」、

「反洗腦」，變本加厲

演變成「反愛國」、

「反赤化」和「去中

國化」，千方百計製造兩地對立，這對香港在國家支持

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絕無好處。梁振英曾表示，將在

上任頭幾個月抓緊落實CEPA、「十二五」規劃中支持

香港發展的政策，以及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時提出的36

條惠港措施，解決落實中的一些具體困難，實實在在

地將國家的支持，轉化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

果。面對反對派策動的「反國教」風波，梁振英更應

激濁揚清，弘揚正氣，擇善固執， 正來做，進一步

用好國家的支持政策，開創兩地優勢互補共創雙贏的

新局面，更好地改善香港民生，回擊反對派「反共反

赤」和「去中國化」的圖謀。

中央政府在過去多種惠港挺港政策的基礎上，去年8

月中旬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期間代表中央政府帶來了被稱

為「挺港36條」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今年慶祝回歸15周

年之際，中央政府又公佈了包括經貿合作、金融合作、

教育交流、科技合作、旅遊合作、粵港合作在內的六方

面惠港大計。從CEPA到個人遊開放，從惠港「36條」到

最新的挺港舉措，都顯示了中央政府對港一以貫之的關

心、支持、重視和厚愛。反對派「反共反赤」和「去中

國化」的圖謀，是不得人心的。

「穩中求變」初見成績 兩地合作擇善固執
梁振英就任行政長官兩個半月來，其「穩中求變」的政綱初見成績，已宣布五大政策措施和

推出六項民生工程，集眾人的決心和力量逐步實踐他的競選承諾。作為特首，梁振英把700萬

市民的民生疾苦放在心上，令市民感到欣慰。值得注意的是，反對派策動的「反國教」風波，

千方百計製造兩地對立，對香港在國家支持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絕無好處。對此梁振英更應激

濁揚清，弘揚正氣，擇善固執， 正來做，進一步用好國家的支持政策，開創兩地優勢互補共

創雙贏的新局面，更好地改善香港民生，回擊反對派「反共反赤」和「去中國化」的圖謀。

楊志紅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離島婦女聯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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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民主黨在今屆立法會選
舉中大敗，黨內主流理念
「大轉 」，向激進方向轉
型。今屆為九龍西黃碧雲
「抬轎」的民主黨張文光昨日
於電台節目上總結時聲稱，
此次新界東、西直選的敗
選，除了現役議員表現不佳
和策略錯誤等問題，另一個
重要原因是民主黨在中央、
中聯辦「干預」及內地維權
議題上，未能做到最前衛的
位置。剛落選的前民主黨主
席李永達更直言，民主黨未
來對梁振英政府應更強硬，
聲言梁振英代表的是共產黨
路線。

點名李永達黃成智
民主黨在今屆立法會選舉

中因反對派爭位內訌，而致
多位資深議員敗陣，只剩下6
個議席。張文光於電台節目
上總結時指，此次大敗的原
因主要有4方面，包括在2年
前的政改方案一役失去一批
熱心的支持者，同時在要爭
取多個議席的選區策略錯
誤，加上包括李永達和黃成
智等資深議員表現不好。他

不認為敗選是單一的政改因
素造成，又指近年市民不滿
中央、中聯辦「干預」香
港，以及在如李旺陽等內地
事件中，民主黨並非走在較
前衛的位置，令市民失望。
對於未來將討論2017年普

選特首的政改方案，張文光
表明，未來再有政改討論，
民主黨將不會再是牽頭的政
黨，「我們現在是6席，只是
中型政黨，在政改中未必會
再扮演主要角色」。被問到會
否繼續與中央談判，李永達
則稱不會完全不溝通，但未
來談判可能要更透明，亦可
能在談判中間「走人」。

擬大換血讓位新人
李永達承認，民意與民主

黨把脈的情況有差距，此次
敗選亦是自己的責任，是太
輕率，「我有負於黨，作為
老兵，我輸 ，令黨要承受
不同的攻擊」。他稱民主黨會
進入一個持續性的更替過
程，1991年進入議會的民主
黨人相信到2020年都不會再
在議會內，是時候給新一批
人擔當新的位置，用新的方
法去做。

最低工資委員會正檢討最低工
資水平，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
於立法會選舉前訪問了一眾候選
人，要求他們對最低工資水平表
態。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就空群而
出表態支持，但只屬「口數」，
對實際爭取數目是33元還是35元

各有立場，與聯盟爭取的35元有出
入。聯盟聲稱，邀請立法會議員出
席，目的希望能夠集結力量，向最低
工資委員會施壓，在調整最低工資
時，不要只以五毛、一元增加，而是
調整到合理水平。

鴿狀兩黨只撐33元
聯盟要求委員會「順應民意」，將

最低工資調高至35元，並把檢討時間
由目前2年縮短至1年，改革最低工資
的檢討機制，以團體名義加入，立法

會議員有權修訂工資水平。但反對派
不同政黨對工資數目就沒有共識，工
黨、「人民力量」、民協、街工和社
民連都支持調高至35元，民主黨及公
民黨則支持加至33元。
對有這種「出入」，大部分議員聲

稱，是抱「討價還價」心態，指當日
推行最低工資時，社會人士要求33
元，最後就28元「收貨」，現時提出
35元，好讓大家有一個爭取空間。被
問及若當局加幅達不到他們爭取水平
的話會否支持時，出席的反對派代表
均支吾以對，未有正面回應。
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表示，將於

議會提出質詢及議案，向政府施壓，
爭取調高最低工資水平。「人民力量」
陳志全指出，雖然反對派對爭取的水
平有分歧，但希望陣營內部可以求同
存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爭加「低資」反對派存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上任2個多月，已面對多
次的危機和難關，亦引發社會上的
爭議。香港研究協會的最新民調顯
示，15位主要問責官員中，只有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取得超過3
分的評分，有3.37分，而近日受困
於國民教育爭議的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的評分更跌穿2分，只有1.97分。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除高永
文外，其餘14位主要官員的評分都
不足3分，反映市民普遍認為新政
府上場以來的表現未如理想，呼籲
特區政府正視市民的評價，就市民
最關注的議題積極採取應對措施。

社福醫療最受認同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12日至16

日，成功訪問了1,202名市民，以1
分為非常不滿意，5分為非常滿
意，對特區政府及主要官員進行評
分。結果發現，受訪市民對特區政
府的整體表現評分只有2.36分，其
中對特區政府「改善社會福利」和
「提升醫療服務質素」的評分最
高，分別有2.47分，其次是社會較
關注的「紓緩房屋問題」有2.29
分，而「改善貧富懸殊」和「提升

教育質素」則分別有2.23分和2.19
分。
在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評分方

面，3位司長的評分均未能超過3
分，其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有2.96
分，其次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
2.91分，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有2.65
分。至於12位問責局長的評分則只
有高永文超過3分，緊隨其後的是
早前推出多項扶助長者措施的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有2.92分，
以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的2.89分。
而評分低於2.5分的有3位局長，除
吳克儉評分跌穿2分外，民政事務
局局長曾德成有2.36分，發展局局
長陳茂波的評分亦只有2.04分。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15位

主要問責官員中14位的得分皆不足
3分，即低於一般水平，加上市民
對政府各項工作表現評分同樣偏
低，反映市民普遍認為新政府上場
以來的表現未如理想。他呼籲，特
區政府及問責官員，正視市民的評
價，加強與市民溝通，深入了解市
民的需要及期望，就市民最關注的
議題積極採取應對措施，急市民所
急，重建政府管治威信，爭取更多
市民的信任及支持。

司局長評分 高永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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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但當中
涉及的票站調查及民調方式仍成
為選舉過後的輿論焦點。過往已
有進行票站調查的港大民意研
究計劃中心總監鍾庭耀昨日就
於電台節目上表示，今年該中
心票站調查結果的準確性可以

接受。被問到網上流傳不少選民以
虛假答案影響票站調查結果，鍾庭
耀則指，今屆向調查員說謊的受訪
者不多，以回應率作指標，情況亦
較上屆有所改善。
研究計劃高級數據分析師戴捷輝表

示，該中心在選舉過後，於凌晨1時
所發布的調查結果預測準確。其中20

名被視為「機會極高」的候選人百分
百當選，包括「超級區議會」議席。
「機會較高」的9名候選人，有7人當
選；「機會均等」者的22位有13位成
功當選。「機會較低」者則無一人能
夠當選。
對近日發布的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

的信任度民調，鍾庭耀表示，相關調
查已做了廿多年，信任度的背後屬價
值判斷，故表現評分與信任程度不
同。他認為，上述民調每3個月進行
一次，故相信李旺陽事件、釣魚島及
「六四」事件等，港人會對中央政府
有不少情緒投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鍾庭耀聲稱票站調查準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第十二屆港區
人大代表選舉年底舉行，隨 多名現屆代表先
後透露無意競逐連任，預料勢將出現群雄逐鹿
的緊湊局面。據悉，為求做到「新舊接棒」，身
兼新界社團聯會榮譽會長的全國人大代表羅叔
清很可能會退下火線，改為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接棒角逐，倘陳勇有最終決定，坐擁約150票的
新社聯定會全力支持。陳勇昨日透露，他目前
正積極考慮參選，但預料今屆有不少新人角
逐，肯定跟剛結束的立法會選舉同樣競爭激

烈，預料穩取超過500票才能順利當選，暫時未
有最終定案。

梁志祥忙上「新丁班」備復會
早前剛在新界西立法會選舉中成功當選的新

界社團聯會會長梁志祥坦言，陳勇現階段正積
極考慮參選，倘最終拍板決定參選，可能要與
羅叔清「孖咇」拜訪團體爭取支持。
立法會復會在即，梁志祥坦言，自當選至今

一直做到無停手，既要四出謝票、處理區議會

的國慶安排外，同時亦要出席立法會「新丁班」
等，務求復會前做足準備，「目前我最想參與
房屋事務委員會，但具體安排要留待下月初的
黨團會議再拍板」。
被問到選舉混戰過後會否影響與建制派合

作，梁志祥笑言，選舉結束就結束，絕對無任
何不咬弦，元朗區議會今晚更會慶祝梁志祥成
功當選，但預料今後的區議會以至立法會選
舉，戰況肯定會越來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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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推新政
政府民望料回升

羅叔清撐陳勇角逐人代

日前有大學民調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只

有34%，跌至2004年4月以來的新低。行政會議非官

守成員陳智思表示，10月立法會復會到明年1月施政

報告推出將是一個重要轉捩點，巿民看到特首梁振英

的班子有實質政策，梁振英的民望就會回升。他又認

為，政府在打擊上水水貨客、推行國民教育等事情上未

能迅速回應巿民訴求。陳智思指出，因為傳統的文字、

電視媒介接觸不到年輕一代，建議政府加強在社交網絡

平台做政策宣傳和諮詢。

港大日前公布的民調顯示，巿
民對特區政府信任程度跌至低
點。陳智思回應時表示，特區政
府剛剛經歷了立法會選舉和國民
教育科事件，民望短期內難以回
升，但他相信10月立法會復會到
明年1月推出施政報告會是「重
要轉捩點」，「巿民到時候會看
梁振英班子推出的政策，在實
行方面是否真的能做到」，如果
巿民認為梁振英推出的政策實
際、受歡迎，民望便會隨之而
回升。

陳智思倡社交網宣傳
陳智思認為，現時政府未能夠

迅速回應市民訴求，在處理巿民
關注的議題，例如出招打擊上水
水貨客、調整推行國民教育方
法，都可以更早出手。他進一步
表示，政府亦有需要改善諮詢模
式，特別是多加利用社交網絡平
台，諮詢年輕人意見。他指出，
傳統方式如文字、電視廣告沒有
辦法接觸到年輕一輩，他們在網
絡討論區上有自己的討論，但政
府沒有投放資源在網上平台宣
傳、諮詢，建議政府重新制訂諮
詢方式。

諮詢需兼顧整體聲音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諮詢期即將

結束，被問到是否繼國民教育後
另一個政治炸彈，陳智思表示，
計劃涉及眾多持份者，政府要小
心諮詢。他以利東街重建計劃做
例子，指政府過去 重諮詢計劃
區內巿民意見，忽略了整個社會
的意見：「你問利東街的業主，
他們很想搬走，但社會則想他們
留下，保留地區特色。」政府諮
詢時沒有留意到社會的聲音。

籲反日示威冷靜理智
另外，近期內地多個城巿出現

大型反日示威活動，有民眾破壞
日本汽車和售賣日貨的商店。身
兼港區人大代表的陳智思呼籲示
威者冷靜，並提醒作出破壞行為
並不理智，暴力行為不可取，很
多被破壞的食肆、商舖、汽車都
由中國人擁有，即使向日資保險
公司投保，在內地的破壞賠償也
會由內地保險公司承擔。被問到
對其保險公司業務的影響，他表
示事件規模不大，對其保險、車
險業務影響不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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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建議政

府善用社交

網絡向年輕

人宣傳、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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