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有「電訊魔童」之
稱的城市電訊主席
王維基，於2009年
向政府申請免費電
視牌照，但當局至
今仍未拍板。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見圖，劉國權攝)

昨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時表示，有關
的申請正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處理
中，又指當局明白免費電視牌照申請者希
望盡早知道申請結果，但處理申請須要按

照一定程序，涉及程序公義及法律等事
宜，當局必須審慎處理。

蘇錦樑澄清無政治考慮
民協議員馮檢基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提

出質詢，指有申請新免費電視牌照者表
示，自己等候申請結果已超過1,000日，
但仍然未獲批牌照，此舉「剝削市民的選
擇權」，更質疑特區政府「背後是否存在
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困難」。
蘇錦樑在回應時表示，當局並無刻意拖

延免費電視牌照申請，更沒有任何政治壓
力或政治考慮，強調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就

有關牌照申請作出決定時，會按法例要求
及既定程序，盡快且謹慎地處理前廣管局
提交的建議，期間考慮所有的相關因素，
並以公眾利益為依歸，而目前最恰當的做
法，就是繼續遵照這套既定機制，嚴格按
照程序依法處理有關的3宗牌照申請。
他續說，當局已就有關議題到立法會交

代了5次，而通訊局發出的《本地免費電視
節目服務牌照申請指南》中，已經清楚羅
列了評核準則，包括財政上的穩健程度和
在投資方面所作出的承擔；管理及技術方
面所具備的專門知識；節目的種類、數量
和質素；技術可行性及服務質素；開展服
務的速度；是否對市民造成最少不便；為
本地廣播業、觀眾及整體經濟帶來的利
益；及能否控制質素及遵守規定。

譚志源：問責官審查機制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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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頻頻阻撓特區政府
施政，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張志剛
撰文批評。「人民力量」議員黃毓
民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就借提出質
詢之機，點名批評張志剛「說三道
四」，要求政府解釋。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在會議時強調，行會成員和
所有香港市民一樣，享有發表個人
意見的權利，只要不違反行會保密
制和集體負責制的原則，政府會尊
重以至鼓勵他們對社會課題發表意
見。
黃毓民昨日在立法會大會點名質

疑張志剛，在報章專欄發表批評反
對派文章，「最離譜是公開質疑
『學民思潮』成員（反對推行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有陰謀」，要求特首交
代有關言論是否代表政府立場。

保密制下有言論自由
林鄭月娥在會上代表特首辦回應

時表示，行會非官守成員和所有市
民一樣，有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
只要不違反行會的保密制和集體負
責制原則，當局會尊重他們各自的
言論自由，故沒有設立監察行會成
員言論的機制，又強調他們都是政
府的智囊及顧問，是對香港有承

擔、具才能和富經驗的人士，在社
會上擔當了不同的職分和責任，而
特首在競選綱領清楚表明，期盼行
會成員積極參與施政工作，為他出
謀獻策，故「可能有個別成員的曝
光率不比我低，正是政府鼓勵他們
可以課題發表意見的結果」，政府亦
樂見各成員不違反行會原則下表達
自己的觀感。
工黨主席李卓人隨即稱，任行會

成員「好過癮」，既可以推銷政府政
策，同時又可以公開發表言論「抹
黑、鬧人」，導致社會無從分辨他們
何時才是代表政府立場，「完全是
黑箱作業」。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更聲
言，行會成員言論不受監察，即等
同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信大眾有能力辨是非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強調，香港是

公平公開崇尚自由的社會，相信大
眾有能力明辨是非，加上有傳媒監
督及法律規限，絕不能為所欲為。
雖然政府內部未有監察機制，但倘
個別成員違反原則，行政長官會決
定如何處理，包括可視乎情況採取
適當行動，包括勸喻、警告、公開
譴責、免除成員的職務或採取法律
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發展局局
長陳茂波太太持有的公司被指涉嫌經營
「 房」受到質疑，並令人關注到政治委任
官員的品格審查機制及現有措施能否有效
防止利益衝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
志源昨日在立法會上回應反對派議員的質
詢時表示，特區政府有嚴密的審查機制，
並由警方負責審查工作，而現行法例亦授
權對違法者作出刑事懲處。

茂波夫婦已承諾不買賣
譚志源在會上回應質詢時表示，陳茂波

由今年8月以來已多次透過書面聲明及會見
和回應傳媒提問，向社會交代事件，並公
開承諾與太太在其任職發展局局長期間，
除了自用目的物業外，會絕跡香港的物業
市場，故當局不會就此事再作出進一步補
充和評論。
他續說，獲提名政治委任官員者，須填

報深入審查表格，其內容與公務員系統使
用的相同，包括須填報詳細的個人資料、
教育背景、參與的社交活動、工作履歷和
家庭成員等，及提名2名諮詢人，以協助了
解其背景、工作、家庭及其他相關的情

況，而有關的審查工作則會由警方負責。
同時，當局設立了主要官員的利益申報

制度，規定各級政治委任官員在上任後，
須按照《守則》的規定，具體申報他們的
資產及利益，又指政治委任官員屬於公職
人員，倘觸犯普通法的「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罪行，可被檢控。政治委任官員同時
屬於《防止賄賂條例》（第二零一章）中的
「訂明人員」，也受《防止賄賂條例》內適
用於「訂明人員」的條文的約束。

免費電視牌須依法審慎審批

梁振英昨日與曾俊華繼續就新年度施
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與約50名出席

的全國政協委員會面。據了解，在歷時個
半小時的會面中，有多達10多名委員出言
獻策，主要關注到土地及房屋供應、長遠
經濟發展、內地營商困難、青年事務發
展，以至管治威信及「港獨」爭議等問
題，其中對「買家印花稅」等穩定樓市措
施更是意見紛陳，有地產界委員質疑措施
過重「過辣」，擔心會直接打擊樓市狀況，
亦有委員深信假以時日會見成效。

陳永棋：會面氣氛良好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昨日在會後形容，

會上氣氛良好，並認為政協委員應多發表
關於香港的言論。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說，目前全球經濟

不明朗，擔心香港的金融、貿易、航運中
心地位，受到競爭環境及形勢變化的衝
擊，有可能會出現「分心危險」，建議政府
構思及實現經濟轉型，打造出經濟增長

點，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局面，而非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劉夢熊：「港獨」須關注
他續說，梁振英主政4個月來，管治團隊

缺乏政治意識，舉例指6個政府部門聯合打
擊水貨客，相反對「光復上水」的「港獨」
示威卻避而不談，期望政府未來要加強政
治權及話語權，「否則難以估計5年後管治
權究竟花落誰家」。

李國強：國教科應續推
全國政協委員李國強說，他關注到行政

長官用人標準，認為政府應該堅持前國家
領導人鄧小平口中的「港人治港，必須以
愛國者為主體」的精神，建議政府參考澳
門堅強有力、積極進取的施政，避免正確
政策最終亦陷入進退失據的局面，又強調
香港有需要培育青年政治人才、全力推動
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不能無疾而終及名存
實亡。
據引述，梁振英回應說，他明白到愛國

者看法，特區政府會用心做事，而特區政
府仍然重視國民教育，但推行則有賴時

機。

容永祺冀助港商「內交」
全國政協委員容永祺則關注到港商到內

地設廠的困難，建議政府提升駐內地辦公
室規格及職能，同時增聘本地人手，為內
地港商解決涉及當地政府法規爭拗，有效
加強溝通，及時抓緊機遇，「現時發展趨
勢離不開內地，加上香港坐擁大量的內地
港商，政府有必要為港商提供清晰求助指
引」，又指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支持香
港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政府應抓
緊前海發展的機遇，全面支援專業服務業
在內地的發展，舉例指前海推動香港財務
策劃發展，最終創造雙贏。

有委員憂BSD損地產業
全國政協委員馬介璋引述指，會上有地

產界委員提及政府新推的兩項印花稅，擔
心措施直接影響地產業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

林則引述指，有意見認為「買家印花稅」
（BSD）的招數過辣，認為政府應視之為短
期措施。

港政協會梁振英
促抓緊內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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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中）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左三）昨日在政府總部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就《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進行諮詢。

■譚志源（左）與陳茂波交流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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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黃金十年也是香港成功的十年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一、香港過去十年屢渡難關屢創奇跡
2003年SARS侵襲香港，香港陷入空前的危機之中。

是次疫症中，香港有1,755人感染，共299人死亡，為死

亡率最高的地區。香港在經濟上亦元氣大傷，亞洲金

融風暴後至2003年，香港樓價下跌6成多，淪為負資產

者高達十幾萬戶。受到「負財富效應」影響，香港投

資和消費急速萎縮，經濟開始出現連續五年通縮。公

司倒閉潮、裁員潮、減薪潮來勢洶洶，香港失業率上

升到20年來的最高水準達8.7%，高達30多萬人失業，

香港社會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下。

如果是在回歸前，香港陷入如此嚴重的危機中，社

會創傷癒合與經濟復甦將遙遙無期。例如，香港上世

紀70年代股災和石油危機，導致數以萬計的市民破產

甚至自殺，各行各業朝不保夕、倒閉破產成風，失業

大軍屢創新高，經濟長期蕭條。有幸的是，香港已經

回歸祖國，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力

挽狂瀾，化解危機，將香港經濟從受亞洲金融風暴和

SARS重創的泥淖中挽救出來。

中央大力度、高密度、寬範圍地出台支持香港發展

的舉措，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對香港同胞

的關懷。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經濟在2003年中戰勝

SARS後峰迴路轉，呈現V形反彈走勢。

過去十年取得了多項重大成就，包括：（1）2004年

至2011年間，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0%，是同

期其他發達經濟體平均值近2倍；（2）實施自由行9

年，給香港合計帶來了8,000萬人次遊客和超過6,300億

港元的消費額；（3）香港最新失業率降至今年7月至9

月的3.3%，比起十年前最高失業率8.7%，降低了5.4%，

幾乎實現全民就業；（4）中央大力支持內地企業來港

上市，令香港成為世界IPO融資總額排第一的地區；

（5）在中央支持下，十大基建項目從2007年開始逐項

落實規劃和陸續開工建設，所帶來的經濟、社會效

益，逐步顯現；（6）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

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香港已發展成為全

球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7）

香港已連續18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世界銀

行對183個經濟體的營商環境排名中香港連續多年名列

前茅，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的《金融穩定指數發展報

告》中香港排名首位；（8）2004年至2012年7月31

日，內地累計進口內地與香港CEPA項下貨物53.7億美

元，關稅優惠30.3億元人民幣；（9）立法會於2010年6

月以超過全體議員四分之三多數，通過中央支持的

2012年政改方案，突破了政制停滯不前困局；（10）

通過2011年區議會、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三場

公平公正的選舉，香港民主發展在邁出實質性步伐的

同時，也發展和壯大了愛國愛港陣營力量，落實了以

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原則，形成了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的堅實力量；（11）2008年5月以來，隨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態勢漸趨明朗，港台關係也邁開

了大步。2010年4月，香港成立了「港台經濟文化合作

協進會」，台灣成立對口的「財團法人台港經濟文化合

作策進會」，這兩個機構極大地推動港台關係進入全新

階段。

二、中央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確定
為治國理政重大課題

2002年11月，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

集體產生後，求真務實，開拓進取，把按照「一國兩

制」方針管理好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確定為新

時期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推動香港與內地和諧相處

共同發展，進一步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

踐。

中央對香港高

瞻遠矚的政策思

路，不僅顯示在

中央加大了在經

濟 上 挺 港 的 力

度，而且顯示在從各方面推動香港社會構建和諧，以

及推動香港同內地和諧相處共同發展。事實證明，中

央對香港的一系列決策，都及時有效地幫助香港經濟

擺脫困境，實現復甦；都有力地促進社會氣氛改善，

都明顯增強了港人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信任和對

前景的信心。

三、中聯辦工作扎實有力執行中央政策
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最高機構，具有崇高

的憲制地位。回歸以來，港人深切感受到中聯辦作為

中央駐港代表機構，履行中央賦予的各項職責，為香

港的繁榮穩定辦了大量實事和好事。

過去10年，中聯辦忠實履行中央政府賦予的職責，

工作扎實，執行有力，特別是在促進香港與內地在經

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就促進香港的繁榮發展穩定向中央政府建言獻策，支

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

作。此外，中聯辦貫徹中央對香港涉台問題的原則和

政策，與廣大港人一道，積極支持特區政府發展對台

關係，協助和推動兩地各領域、各界別的交流與合

作，以造福兩地民眾，促進兩地關係和兩岸關係不斷

向前發展。

香港過去十年的巨大成功，與中聯辦扎實有效履行

中央政府賦予的職責是分不開的。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大今天隆重開幕。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帶領全國人民

創造了史無前例的黃金十年，與此同時，國家黃金十年也是香港成功的十年 。中共十六大以

來，中央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確定為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在中央對港

大政方針新思維和一系列挺港惠港政策措施下，香港屢渡難關，屢創奇跡：經濟增長為發達經

濟體的近2倍；失業率僅為3.3%，幾乎實現全民就業； IPO融資總額排名世界第一，已成為全

球規模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大型跨境基建全面展開；連續18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

體，營商環境排名名列前茅；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突破了政制停滯不前困局；多場選舉發展

和壯大了愛國愛港陣營力量；港台關係也邁開了大步。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履行中

央賦予的各項職責，工作扎實，執行有力，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做了大量實事和好事。 十八大之

後，中央對香港的大政方針必將更符合港人利益、更契合香港實際、更有利於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和提高管治水平，更有利香港同內地和諧相處、共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首梁振英昨日聯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與全國政協委員會面，諮詢他們對明

年發表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

的意見。據與會者透露，委員普遍關

注到政府未來的經濟政策，擔心香港

的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受到周

邊國家及地區激烈競爭衝擊，期望政

府做好準備，及早發展多元經濟，同

時抓緊深圳前海發展的機遇，全面支

援專業服務業在內地的發展，避免發

展出現滯後情況。

施政報告諮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