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受訪者期望「高」「非常高」

香港研究協會於2013年1月2日至7日成功訪
問了1,099名市民，了解他們對下周公布的施
政報告的期望。結果發現，大部分市民對梁
振英首份施政報告均有所期待，其中的25%
受訪市民更表示他們的期望為「高」和「非
常高」，前者上升了5個百分點，後者則上升
了7個百分點。

調查並要求受訪者以1分為優先處理程度最
低，5分為優先處理程度最高，對11個施政範
疇的處理優先程度評分，發現「房屋和土地」
的優先處理程度有3.86分，較2012年的調查上
升了0.13分，給予5分最高分的受訪者比率高
達45%，排名亦上升一級，成為榜首，其次
為「醫療」和「經濟」，分別獲3.65分和3.63
分。在民生方面，社會福利和勞工及就業的

優先程度評分則分別有3.58分和3.56分。民主
政制和「社會向上流動放緩」的優先處理程
度兩者則並列第十，同為3.07分（見表）。

「下層」盼先處理「勞工及就業」
調查再以受訪者的社會階層作交叉分析，

發現自稱為「下層」的受訪者認為最優先處
理應為「勞工及就業」範疇，有3.79分，高
於土地及房屋的3.75分。不過，其他社會階
層，包括自稱為「上層/中上層」、「中層」
及「中下層」者，均認為最應優先處理還是

「土地及房屋」範疇，其中尤以中產人士給予
的優先程度平均分最高，有4.02分。

研究協會負責人認為，樓市在2012年持續
升溫，「上車難」的問題仍然困擾大多數市
民，調查更反映中產人士對房屋訴求甚為迫
切，相信樓價持續高企已對中產人士造成負

面影響。他們促請梁振英積極總結過往經
驗，盡快完善土地及房屋規劃，針對各階層
的需要提出具體措施，以回應市民訴求，兌
現選舉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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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議員在今日立法會提出彈劾梁振英的議案，有

份草擬議案措辭的公民黨議員郭榮鏗承認，「明白市民

可能對梁振英僭建事件的討論已感到厭倦」，並承認議

案獲通過的機會不大。有份聯署的民主黨議員涂謹申亦

承認通過的機會不大，但仍然指「具備政治意義」云

云。這個所謂彈劾梁振英的議案，完全是欲加之罪、何

患無辭，是對梁振英捏造莫須有的罪名。

各界對倒梁感到極度厭倦反感

實際上，梁宅僭建是無心之失，事件並不涉及誠信

問題，更與「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風馬牛不相及。

而且，梁振英一直本 開誠布公的態度從嚴處理，顯

示出負責任的態度。梁振英到立法會進一步解釋和向

市民鄭重道歉之後，事件應該了結，讓他可以集中精

神處理施政報告，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做事，這是市

民的期望。

市民對反對派無休無止地借梁宅僭建事件倒梁，已感

到極度厭倦和反感。反對派既然「明白市民可能對梁振

英僭建事件的討論已感到厭倦」，為何還要糾纏不休？

反對派發動無休無止的倒梁攻勢，利用梁宅僭建事件有

組織、有計劃地策動倒梁「三部曲」，繼提出不信任議

案、引用《特權法》調查被挫敗後，今日又提出蓄謀已

久的彈劾議案，這些行動並非只針對梁振英個人，反對

派所說「具備政治意義」，其本質是要達到癱瘓特區政

府施政、轉移社會各界聚焦施政報告的視線，向整個愛

國愛港陣營和中央挑戰。

可以說，不管新一任特首是梁振英還是其他人，只要

新一任特首是中央任命、信任和支持的人，反對派都一

樣要發動「倒特首」攻勢，都一樣要干擾特首的施政報

告。倒梁就是倒香港米。這已經不是梁振英個人的事，

而是愛國愛港陣營與反對派的一次重大較量。在關係香

港利益和市民福祉的大是大非面前，所有建制派議員和

社會人士，都必須摒棄成見，站穩政治立場，團結起

來，旗幟鮮明地堅決挫敗反對派的倒梁圖謀。

反對派醉翁之意不在酒

反對派策動倒梁「三部曲」之外，還聲稱施政報告內

容須就2017年及2020年雙普選提出實質的政改建議，並

呼籲反對派「擁抱同一普選方案」。此乃醉翁之意不在

酒，既有轉移施政報告民生主題的用意，也是企圖造勢

催谷一個有利於反對派的特首普選方案，讓反對派乘機

奪權。事實上，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將以經濟民生為主

導，並籌謀香港長遠發展，社會各界聚焦施政報告，將

推動港人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這樣，反

對派的倒梁行徑，以及企圖造勢催谷一個有利於反對派

的特首普選方案，就會遭到徹底失敗。因此，反對派以

提出彈劾特首議案和炒熱普選特首話題等方法來轉移視

線，其「政治意義」完全與香港的整體利益和市民的根

本福祉背道而馳。

市民對梁振英充滿期待和信任

梁振英任內首份施政報告，是新一屆政府樹立未來施

政綱領的重要里程碑。梁振英表示，2013年的施政報

告，既是年度的施政報告，也是未來五年的施政藍圖。

梁振英月前在立法會闡述管治理念，已提出希望花兩年

時間，遏止香港社會發展落後的趨勢，然後再花兩、三

年重拾上升軌 。這個前二後三的時間表，或可視為梁

振英未來施政總體規

劃的框架。不僅梁振

英深知任內首份施政

報告非常重要，而且

市民也都明白這份施

政報告與自己息息相

關，因而社會各界聚

焦施政報告，既是期

待施政報告回應市民期望，也表明市民對梁振英充滿了

期待和信任。

支持梁振英堅定信心迎難而上

梁振英及其領導下的新一屆特區政府，正處於香港歷

史上一個關鍵的時期。香港能否抓住十八大提供的巨大

空間和機遇，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並再創輝煌，梁振

英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十分關鍵。回歸以來的經驗說明，

反對派與社會整體利益呈現出一種背離的趨向，反對派

得勢是以打擊特首和政府民望與社會遭遇困境為代價

的。因此，社會各界不僅要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挫敗

反對派癱瘓政府施政的圖謀，而且要排除干擾，聚焦施

政報告，支持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堅定信心，迎難而上，

在施政報告中既回應市民最關切的民生問題，也定出香

港社會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凝聚港人和衷共濟，勇於

面對挑戰，承擔責任，重拾以前的幹勁，為構築新的

「香港夢」拚搏。

特首梁振英將於本月16日宣讀任內首份施政報告。這份施政報告攸關香港發展和市民福祉。

社會各界期待施政報告既回應市民最關切的房屋、扶貧、安老等問題，也期待施政報告制訂長

遠規劃，逐步解決香港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矛盾。但是，反對派卻悖逆民意，以提出彈劾特首

議案和炒熱普選特首話題等伎倆來轉移視線，企圖干擾梁振英順暢施政，進一步打擊特首及其

政府的民望，這是不得人心的。市民都明白這份施政報告與自己息息相關，因而社會各界聚焦

施政報告。這不僅是期待施政報告回應市民期望，而且表明對梁振英充滿了信任和支持。

社會聚焦施政報告 轉移視線悖逆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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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文端

七成市民有期望
施政報告看房策

中電「貴氣」發電比 政府料低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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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一直緊咬特首梁振英的

大宅僭建事件不放。本報昨日

接獲讀者來函投訴，指工黨主

席李卓人位於美孚新 的住宅

單位，「內牆亂拆亂改，室內

違法改建處處」，卻從未坦誠公

布，瞞騙了香港市民，有欠誠

信。李卓人昨日在回覆傳媒時

承認，其單位內櫳確曾改建，

但否認此舉違法。

讀者匿名信爆醜行

本報昨日接獲不具名的投

訴，指斥李卓人涉嫌在住所內

違法改建。投訴人批評，李卓

人並未就其住所改建一事「坦誠

布公」，更「目中無人，有恃無

恐的長期不拆不糾正，闊佬懶

理，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便可

瞞天過海，瞞騙了全港市民」。

投訴人續說，李卓人「有口

話人冇口話自己的賊喊捉賊，

家有僭建，仍夠膽厚顏無恥，

面無愧色，振振有詞辱罵他人

僭建和動議引用權力及特權法

調查特首僭建，這是否很諷

刺、很可笑、很無恥和有欠誠

信？是否有違立法會議員或一

個普通人應有的職業道德、人

格操守的最基本要求？」

投訴人解釋，自己未有具名

投訴，是因為「在社會高度政

治化及政黨影響甚大的今日，

提出一些不同意見或指控政黨

一些問題，都可能招致死無葬

身之地的被網民起底，大肆的

惡意圍攻，闔家永無寧日的悽

慘下場，香港已變成一個使人

心感恐懼和弱小市民無言論自

由的城市，這實在是香港的可

悲和不幸」。

職工盟僭建有前科

2011年7月，職工盟位於油麻

地的頂層連天台單位，被揭發

懷疑僭建了近百呎鐵皮屋，用

以遮擋公用消防水泵及控制電

箱。屋宇署其後派員視察，證

實該鐵皮屋屬於違建工程，並

按程序向有關僭建物的擁有人

發出法定清拆令。但本報記者

於2012年7月到該處視察時，發

現該僭建鐵皮屋依舊原封未

動。李卓人當時稱，該鐵皮屋

是當年業主立案法團提出僭建

的，更稱拆掉就會違反消防條

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隨 崖城氣
田即將耗盡，中電將逐步使用成本較貴
的西氣東輸天然氣。如果中電未來全數
以西氣東輸進行天然氣發電，每度電價
將增加2毫。有立法會議員形容加幅驚
嚇，擔心未來天然氣比例增加後加幅更
大。政府則稱兩電早前安裝了減排裝
置，估計未來天然氣的發電比例可較早
前訂定的50%為低。當局亦會於今年進
行中期檢討和能源組合諮詢。

當局今年做能源組合諮詢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
兩電今年的加價方案。環境局局長黃錦

星表示，由於崖城氣田即將耗盡，中電
未來將輸入西氣東輸二線的天然氣，並
在龍鼓灘發電廠進行機組改裝工程和興
建新天然氣接收站，工程令中電的總資
本項目支出由399億元增至416億元，天
然氣管道則不會計算作固定資產。

中電總裁藍凌志表示，氣價通過清晰
和透明的機制釐定，由商品價格、運輸
成本、稅項和行政費組成。若果中電完
全提取西二線的每年合約提取量，電費
需在2012年水平上，調升約每度電2毫。

鄧家彪：加電價20%非常驚嚇

會議上，不少議員擔心增加天然氣發

電比率後，會提升電價加幅。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鄧家彪形容20%的加幅非常驚
嚇。他又擔心隨 今年用盡差餉回扣，
電費穩定基金或會減少，加上2015年的
天然氣發電比率將增至50%，擔心電價
的加幅可能增至30%或更高水平。民建

聯議員葛珮帆則稱，高用量家庭的電費
加幅最高達26.3%，質疑中電聲稱今年
電費加幅為5.9%，有誤導和粉飾的成
份。

藍凌志稱，2013年內仍有三分一的天
然氣來自崖城，但未來比例將逐年減
少，現時難以估計何時始全面用新天然
氣。而燃料價條款帳現時錄得10億元赤
字，若果燃料價格繼續上升，有關成本
將反映在今年底的賬目上。他又重申，
現時中電的每度電價仍低於港燈，整體
電費水平較港燈低29%。

黃錦星說，將於今年就兩電《管制計
劃協議》進行中期檢討，會把握機會優
化協議，包括維持合理價格和加大環保
力度，並於下半年就能源組合進行公眾
諮詢。

環境局副秘書長劉利群則稱，由於兩
電安裝了脫硫除氮的裝置，燃煤發電廠
的排放表現亦較原本估計好，所以2015
年未必需要將天然氣比例提升至原訂的
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將於下周三發表其任內首份施政

報告。他日前表明，未來 重解決經濟發展、貧困、老齡化、房屋和環保5方

面。香港研究協會昨日發表的民意調查發現，有70%受訪市民表示對新施政報

告有期望，而解決房屋問題仍然是焦點，有45%受訪市民認為特區政府應優先

予以處理，其次為醫療和經濟。協會負責人分析，市民對今年《施政報告》的

期望有所提高，特區政府應盡快完善土地及房屋規劃，並針對各階層的需要提

出具體措施，以應市民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民
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他們在2012年12月27
日至2013年1月3日進行調查，要求受訪市民

「三選一」，即在政治、經濟及民生中選擇他
們最關注的問題，發現有63%受訪者表示最
關心民生問題，其次為經濟問題的22%，表
示最關心政治問題者僅佔12%。

最關心政治問題者僅12%

港大民研計劃於2012年12月27日至2013年1
月3日，透過真實訪員以隨機抽樣方式，成功
以電話訪問1,007名香港巿民。調查以「三選

一」的方式，要求受訪者在政治、經濟、民
生中選出他們最關心的問題，發現民生問題
是受訪者最關心的議題，有63%，較前增加2
個百分點，最關注經濟問題比率為3%，較前
跌4個百分點，最關注政治問題的比率為
12%，較前增2個百分點，三者的排名自該調
查進行多年來都沒有改變。

調查又指，以0分至10分計算，市民對民
生、經濟及政治問題關心程度的評分，分別為
7.30分、7.2分及5.79分，前兩者分別較前上升
0.17分，0.13分，後者則「逆市」跌了0.13分。

調查並問及受訪者對目前經濟、民生及政治

狀況的滿意程度，發現三者的滿意率分別為
29%、19%及14%，滿意淨值就分別為負4個百
分比、負30個百分比及負41個百分比。經濟、
民生及政治狀況的平均量值為2.9、2.6及2.4，
即整體上接近「一半半」及「幾不滿」，比半
年前的調查結果略差。按被訪者年齡組別深入
分析，以18歲至29歲年齡組別的受訪者對目前
的民生狀況最不滿，有59%，滿意率僅9%；
30歲至49歲受訪者的不滿率亦高於平均值，有
55%，滿意率則為17%，低於平均值；50歲或
以上受訪者的滿意率最高，不滿率最低，分別
為24%及41%。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超過40萬人年
屆65歲或以上合資格的長者，於2013年4月開
始將獲發每月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社會
福利署昨日公布，當局已為不同類別的長者制
訂了一套簡化的申請手續，並由下月開始分3
個階段開始接受申請，期望計劃可如期落實。

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將於4月落實，社署發言
人昨日表示，社署正跟進新津貼的執行細節
並全速籌備，包括宣傳工作及落實安排發放
津貼的相關程序等，又指在計劃推出初期，

可能會有大量申請，但長者毋須在社署的社
會保障辦事處排隊輪候，因為社署已為不同
類別的長者制訂了一套簡化的申請手續，將
分3階段進行：分別為「自動轉換」、「郵遞
提交申請」及「新申請」。

下月底發出通知書
發言人指，首階段的受惠人為現時或曾經

領取普通高齡津貼而已通過經濟狀況申報機
制的約29萬名長者：社署會於下月底發出通

知書，通知有關「自動轉換」的安排，倘他
們仍然符合入息及資產限額就毋須回覆，亦
毋須另行提出申請。

次階段的受惠人為現時領取高額高齡津貼
及65歲以上領取普通傷殘津貼的長者，社署
將於稍後時間發出通知書通知有關「郵遞提
交申請」的安排。第三階段的「新申請」，對
象為目前並無領取高齡津貼或普通傷殘津貼
的長者。他們可於4月開始透過傳真、電郵、
郵遞、或經政府部門/其他非政府機構等轉
介，或到區內的社會保障辦事處提交申請。

長者如有查詢可致電熱線：3595 0130，或
瀏覽社署網頁：www.swd.gov.hk/oala。

■ 中 電 總

裁 藍 凌 志

(左上)及環

境 局 局 長

黃錦星(右

下)解答議

員提問。

梁祖彝 攝

市民期望優先處理施政範疇
排名 平均分 給予5分的比率

(較上年度調查變化) (較上年度調查變化)

1.土地及房屋 3.86(+0.13) 45%(+5%)

2.醫療 3.65(-0.11) 31%(-5%)

3.經濟 3.63(-0.06) 34%(-2%)

4.社會福利 3.58(+0.02) 30%(-)

5.勞工及就業 3.56(-0.08) 26%(-3%)

6.貧富懸殊 3.55(+0.02) 33%(-2%)

7.教育 3.53(-0.17) 26%(-6%)

8.政府管治 3.26(+0.05) 25%(+3%)

9.環保保育 3.17(-0.07) 17%(-2%)

10.民主政制 3.07(-0.03) 23%(+2%)

10.社會向上 3.07(+0.05) 12%(-)

流動放緩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85%人最關注民生經濟

「長津」手續簡化 3階段接受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