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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一開始就對僭建事

件向公眾致歉，「我必須承認自己在處理僭建的過程中

確有疏忽之處，也曾經交代不清，為此我再次向市民鄭

重道歉，我承諾日後必定會加倍謹慎」。體現出開誠布

公及勇於承擔的態度。對於社會關注的僭建問題，他亦

作出了全面的回應。

交代開誠布公 道歉勇於承擔
梁振英在2000年購入有關物業後，曾就各項加建及改

建工程特意聘請建築師，並主動向屋宇署申請，在獲

得批准後才動工，完工後亦通過屋宇署的檢查，說明

絕大部分的改建及加建都是符合法例要求，也說明梁

振英並沒有意圖或企圖違規改建。至於目前最受社會

關注的兩個僭建物，即花棚及地下室的處理問題。梁

振英也承認建造花棚前沒有向屋宇署申請，是有欠謹

慎。但實事求是的說，在一個大宅內建造一個花棚，

既不涉樓宇結構，也並非什麼大型工程，梁振英因此

疏忽而沒有向屋宇署申請，雖然都屬犯錯，但卻是情

有可原。而且，他之前多項改建及加建工程都有按程

序主動申請，如果是存心隱瞞，理應所有改建都一概

不作申請才對，但他大部分都有申請，正反映他只是疏

忽而非有意。

至於地下室的僭建問題，必須強調有關地下室並非

梁振英所建，而是上任業主劉耀柱所建，他亦已承認

並願意承擔有關責任。梁振英之失在於收樓時沒有聘

請專業人士詳細查察，因而未有發現有關僭建地下

室。當他發現地下室屬於僭建後，又沒有事先通知屋

宇署就用牆將地下室圍封，雖然目的是為了糾正僭

建，但在處理上確實欠妥。不過，梁振英很早已安排

地下室給予負責保安的警員作休息室之用，過去亦有

社會各界人士到訪梁宅，很大機會知道有地下室的存

在，如果他圍封地下室是為了隱瞞僭建，過去怎可能會

如此坦蕩蕩的公之於眾？唯一的解釋是他由始至終都不

知道這是僭建，知悉後急急處理，未有依足既定程序，

但卻非刻意隱瞞。

無心之失不關隱瞞不涉誠信
事後，梁振英已就事件多番致歉，並且積極配合屋宇

署工作第一時間從嚴糾正，拆除了所有僭建物，顯示出

負責任的態度。事實上，這次僭建事件愈演愈烈一方面

是梁振英自己的解釋失當，另一方面是外界受到誤導。

如果梁振英在事件剛曝光時，就如現在般將詳情向社會

交代，外界的反響相信不會這麼強烈。固然，梁振英是

考慮到特首選舉官司正在審理，為免影響法庭判案而未

能詳細交代，甚至連清拆工程也受到影響，這並非他所

能控制，但事後回想他在事件中確實可以處理得更好一

點。這次事件教訓值得汲取，正如梁振英所說是「經一

事，長一智」。

僭建事件既然不涉隱瞞，更不涉誠信問題，現在梁振

英已經交代道歉，並完成善後工作，有關爭議理應告一

段落。既然事件只是梁振英的個人疏失，反對派有什麼

理由向他提出不信任動議乃至彈劾議案？況且，《基本

法》根本沒有賦予立法會向特區政府官員提出不信任動

議的權力。反對派借此策動倒梁「三部曲」不但是小題

大做，更是借題發揮，藉此打擊特區政府威信，癱瘓特

區政府施政，挑戰中央對問責官員

的實質任命權，用心極為險惡。

讓政府集中精力處理政經問題
必須指出的是，梁振英僭建事件已經纏繞了本港社會

大半年，現在特首選舉官司已告結束、僭建詳情已經交

代，梁振英亦為此道歉負責，事件應該告一段落，再糾

纏下去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反對派堅持將爭議延續，主

要是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非從市民的福祉 想。相

反，對市民來說，本港政經問題千頭萬緒，外圍經濟形

勢極不明朗，深層次社會矛盾亟待解決，政府的精力應

放在推動政務，而非僭建事件之上。正如行政會議召集

人林煥光所說，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市民謀求福祉，而

非為了在政治議題上爭辯，相信大部分市民也希望，能

夠給予空間和時間讓政府去做實事。

日前民主黨等反對派政黨發動的「倒梁」遊行，最終

只有約300人參與，說明「倒梁」不得人心。讓政府重

新出發，集中精力解決社會的政經問題，將精力時間放

在下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上，是社會主流的期望。反對

派繼續糾纏僭建事件，將本港社會拉入政治爭拗當中，

明顯是與市民利益相違。反對派現時已鐵了心繼續策動

「倒梁」行動，周三的不信任動議及之後的彈劾議案將

成為新一輪的政治角力場。建制派議員更須顧全大局，

摒棄成見，在攸關本港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要站穩政

治立場，粉碎反對派的「倒梁」圖謀。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就大宅僭建事件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兩度就處理僭建過程中的疏忽向

公眾鄭重道歉，並且全面、詳細、坦誠地交代了僭建事件的來龍去脈。僭建事件中梁振英確有

錯失。不過，他事發後主動邀請屋宇署及傳媒到大宅視察，過去邀請各界人士到訪時也沒有刻

意隱瞞僭建，說明他的錯失在於疏忽，而非隱瞞，不涉誠信問題。梁振英已就事件交代道歉，

社會各界應止息爭拗，讓政府重新出發，集中精力處理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反對派拒絕接受

梁振英解釋，堅持提出不信任動議及彈劾議案，目的不過是通過「倒梁」癱瘓特區政府施政，

製造憲制危機，建制派議員應團結起來粉碎反對派的「倒梁」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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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調查亞視直播集會

做大「餅仔」 讓扶貧有資源

創新創富當橋樑
財爺倡三路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亞洲電視上月透過
直播節目《關注香港未來》反對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
照，並不斷重播，通訊事務管理局至今共接獲超過
2,200宗投訴，包括節目歪曲事實、內容偏頗及公器私
用等。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事務副總監劉明光昨
日表示，如該局發現有關節目違規，會視乎情況發出警
告、勸喻、罰款甚至暫時吊銷牌照。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播事務委員會昨晨舉行會議，討論
亞洲電視直播反對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集會。委員會原
邀請了亞視執行董事盛品儒出席，但對方拒絕。會上，
公民黨議員毛孟靜稱，亞視早前有關學民思潮的節目

《ATV焦點》收到4萬多宗投訴，但通訊局在判定對方違
規後僅發出警告是「罰則太輕」，而是次有關直播反發
牌集會只收到2,000多宗投訴，當局可能只會勸喻了
事。

劉明光在會上回應時說，通訊局決定罰則並非視乎接
獲多少投訴而定，並正積極調查事件，估計可於3個星
期至4個月完成投訴調查，並會盡快公布結果。

陳智思續掌司法薪常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

宣布，特首再度委任陳智思為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
常務委員會主席，及再度委任陳玉樹、李民斌及劉麥嘉
軒為委員，任期2年，由2013年1月1日起生效。

司法人員薪常會的職能，是就法官及司法人員薪俸及
服務條件的事宜，向特首提供意見及建議。司法人員薪
常會其他成員為周松崗、黃嘉純及余若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守護
龍尾大聯盟」昨再提出反對，稱工程
引伸道路擴闊或致汀角路單車徑不
保，又指討論初期政府反對工程，其
後因長官意志「急轉 」，更質疑民建
聯大埔區議員譚榮勳曾在多個場合

「表示擴闊道路會犧牲單車徑」。譚榮
勳批評有關組織在宣傳過程中引用了
很多與事實不符的資料，誣衊他曾要
求犧牲單車徑而成就汀角路的擴闊工
程。他強調，他們從未提出以犧牲單
車徑來換取汀角路的擴闊。

民記無區議員建議
譚榮勳在昨日發表的聲明中指出，

2011年，民建聯大埔支部包括他在內的
一眾區議員，因應汀角路時有交通擠塞
及未來發展的需要，向政府提出建議，
要求擴闊汀角路的三門仔至大美督段，
但並沒有就擴闊工程應以何種形式進
行，作出任何建議。2012年，大埔區議
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成立「汀角路及
林錦公路交通事宜工作小組」，就解決
汀角路交通擠塞問題展開討論，席間民
建聯沒有任何一位成員提出以犧牲單車
徑來換取汀角路的擴闊。

他續說，自己早前在NOW TV《時
事全方位》節目中回應觀眾電話提問

時清楚表示，認同龍尾一帶現時交通情況不理
想，認為擴闊汀角路能有助改善交通，並指出只
擴闊一條行車路，即兩線出九龍方向，一線入大
美督方向不會影響單車徑。2012年11月11日，他
接受有線電視《周日不講理》節目訪問中亦清楚
指出，即使未有龍尾泳灘，汀角路亦有擴闊的需
要，當時有其他嘉賓將之錯誤理解為要犧牲單車
徑才能擴闊，自己已即時強調「犧牲單車徑」絕
不可能發生。

擴路形式態度開放
譚榮勳強調，為解決汀角路擠塞問題，擴闊工

程是有必要的，但以何種形式擴闊，他及民建聯
大埔支部一眾區議員會持開放的態度進行諮詢和
聆聽，並歡迎廣大市民表達意見，又重申自己反
對任何以犧牲單車徑而成就汀角路的擴闊工程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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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
日在「香港經濟峰會2013」上，談到香港未來經濟發
展的3個方針有關財富創造和財富再分配的問題時，
坦言香港社會越來越關注貧富懸殊這個話題，有一
些比較極端和偏激的意見，質疑香港是否應該繼續
發展經濟，他認為，在討論這問題時，不能忽略做
大經濟這個「餅」以創造財富，確保政府有足夠資
源扶貧、改善民生，否則最終只會因財富再分配而掏
空庫房。

同創富勝減貧富差距
曾俊華昨日在「香港經濟峰會2013」致辭時，談到

1990年11月22日，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在離開首相
一職前最後一次出席下議院會議，就在野黨對她的政
府提出的不信任動議，為政府辯護。當時，有在野黨
議員指責她出任首相11年間，英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
大。她反駁指，11年來英國各個國民群組的收入都有
所增加。她諷刺在野黨的建議是只要能夠令到貧富差
距收窄、令富人收入減少，即使窮人更窮也在所不
惜。她認為政府要做的，是協助人民創造財富，可能
有些人得到多一點、有些少一點，但是令人人都更加

富裕，比減少貧富差距更加重要。
他坦言，戴卓爾夫人在該次辯論中的發言，當然是

把非常複雜的貧富問題高度地簡化，但他認為有一點
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收窄貧富懸殊，只是社會發展過
程中的一個環節，並不是政府經濟政策的終極目標；
經濟政策的終極目標，應該是推動全面經濟發展，提
供足夠有質素的就業機會，令所有市民都可以各展所
長，並且透過適度的收入再分配，令各階層巿民都可
以合理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堅尼系數實質無惡化
曾俊華又說，根據統計處的資料顯示，以原來收入

計算的堅尼系數由2001年的0.525增至2011年的0.537，
香港的貧富差距似乎有擴大的趨勢，但倘計算除稅和
福利轉移後的可動用收入，香港2011年的堅尼系數是
0.475，過去10年大致維持平穩，顯示政府過去10年在
改善民生方面不斷加大力度，經收入、福利轉移後，
已經有效減低了住戶可動用收入不均的情況。

他續指，計算堅尼系數的方法很多，不同國家和地
區採用不同的方法。一般國家的農業、製造業、服務
業佔國家整體經濟比重較為平均，個別城市則可能傾

重某一方面，像香港就主要傾重服務業，故國家與城
市的堅尼系數是否可以比較，是值得商榷的。舉例來
說，美國全國的堅尼系數遠低於美國國內個別大城
市。

如果將香港的堅尼系數與同是金融中心的紐約市比
較，以原來收入計算的堅尼系數，兩城市大致相若。

同時，堅尼系數的計算也受到人口結構和經濟結構
的影響。每年到香港家庭團聚的5萬多新來港人士的經
濟能力相對較低，而人口老化更令沒有收入的長者家
庭大量增加，因而拉低整體住戶的平均收入，收入差
距自然會擴大。

認清因由扶貧更到位
曾俊華強調，隨 香港走向知識型經濟，勞動人口

中高收入人士的比例會增加，進一步拉闊收入差距，
這是所有國際大都會共同面對的情況，但他並不是要
淡化香港面對貧富懸殊、收入差距的現象，而是認為
大家應了解箇中現象，好使扶貧政策更加到位，公共
資源用得更有效。特區政府會繼續加大財富再分配的
力度，協助退休長者和低收入人士，「這是毋庸置疑
的」。

曾俊華昨日在「香港經濟峰會2013」
上致辭，強調香港沒有豐富的天

然資源，有的只是優質的人力資源，而
香港有今日的成就，是幾代香港人勤奮
拚搏、不屈不撓、靈活創新，一點一滴
地建立起來的。「我們不怕辛苦，相信
自力更生，只要肯做終必成功；我們不
怕競爭，相信有競爭才有進步；我們更
加不怕失敗，相信失敗乃成功之母，在
哪裡跌倒，便在那裡再站起來。」

亞洲勢帶動全球
他說，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

在外圍經濟波動的影響下難以獨善其
身，「可幸的是，世界經濟重心勢將逐
步移向新興巿場，特別是以中國作為龍
頭的亞洲地區。亞洲人口眾多，民眾收
入增長迅速，在未來的數年將會成為帶
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並提出了
對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3個方針。

新產品拓新市場
首先，香港必須「兩條腿走路」：在

開拓新興產業的同時，香港必須強化傳

統優勢產業，好好把握和利用現有的基
礎，擴大和深化現時產業的優勢，開發
新的產品，打進新的市場，發掘新的增
長點，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而政府可以
配合市場機制，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我們可以通過政府跟政府之間的磋商，
即是所謂『G2G』的接觸，為香港業界
爭取新的機遇、開拓新的市場。我們可
以在基建、培訓人才、融資、對外推廣
等各方面為業界提供適當的協助。」

曾 俊 華 說 ： 「 我 們 會 好 好 利 用
CEPA、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泛珠三角
會議等『G2G』平台，協助香港企業進
一步拓展內地業務，擴大市場份額。」

連接內地與國際
第二方面是在保持香港國際都市特色

的同時，促進跟內地的經濟進一步融
合。曾俊華表示，香港最大的優勢仍然
是能夠匯聚東西，既了解內地市場又跟
國際制度接軌。「我們必須繼續維持香
港高度國際化這一特色，吸引國際人
才、企業、資金到香港來發展。要做到
這一點，我們也必須要保持法治、廉

潔、自由等核心價值、尊重私產、公平
競爭、簡單低稅等制度⋯⋯只有兼顧融
合內地經濟和保持香港國際特色，我們
才能夠發揮香港的最大優勢，令香港可
以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創造各階層職位
曾俊華提到的第三項方針，是要兼顧

財富創造和財富再分配：特區政府要繼
續加大財富再分配的力度，協助退休長
者和低收入人士，「但我們不能忽略做
大經濟這個餅以創造財富，確保政府有

足夠資源扶貧、改善民生，否則最終只
會因財富再分配而掏空庫房」，「我們
須要推動經濟發展、創造更多財富，同
時我們也要多考慮不同階層市民的就業
需求，既要創造高增值的職位，也要增
加低技術的工作，並且要增加勞工培訓
和再培訓的資源，令我們的勞動力更能
適應轉變中的經濟結構」。

他強調，只要能夠兼顧不同的需要和
考慮，讓經濟均衡發展，不走極端路
線，「我對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是充滿
信心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歐債危機纏繞全球經濟神經，美國經

濟復甦步伐不穩，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出席「香港經濟峰會2013」

時表示，在這「危機四伏又機會處處」的時代，香港必須好好地把握

現時的機遇、緊慎處理好不同的風險，並提出自己對未來經濟發展的3

大方針：香港未來在開拓新興產業的同時，必須擴大和深化傳統優勢

產業；促進與內地經濟的進一步融合；兼顧財富創造和財富再分配，

令香港有條件在21世紀繼續維持經濟繁榮，並讓所有市民也能夠分享

香港社會經濟繁榮的成果。

■曾俊華表示，政府會兼顧財富創造和財富再分配，讓所有市民分享經濟繁榮的成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