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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籲各界阻拉布 攜手落實惠民
批反對派無心傳達民意「食社會俸祿」應做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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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施政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首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結語部分，回顧了其
任內的工作。他指出，本屆政府就任兩
年半以來，根據政綱逐步推進民主、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並初見成效。未來
一年，他和特區政府會繼續不遺餘力，
為各行各業、各地區和各階層創造創
業、守業和就業的有利條件，但要居安
思危，防止任何影響香港聲譽、削弱競
爭力、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為，並深
信香港定能「用好機遇，做好抉擇」。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引言中指出，香港的

民主進程和經濟發展，充滿機遇。機遇
當前，「我們要作出抉擇。」在結語部
分，他呼應道，今屆特區政府就任兩年半
以來，根據政綱逐步推進民主、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並初見成效。

居安思危保港競爭力
他續說，未來一年，經濟有持續發
展趨勢，香港市民仍會充分就業，他和
政府會繼續不遺餘力，為各行各業、各
地區和各階層創造創業、守業和就業的
有利條件，但要居安思危，防止任何影
響香港聲譽、削弱香港競爭力、破壞香
港穩定繁榮的行為。

強調「一國兩制」優勢
梁振英強調，經濟方面，香港有獨
特的「一國」和「兩制」雙重優勢，既
是中國一部分，得益於國家高速發展，
享有國家給予優惠，同時亦享有和內地
城市不同制度的優勢，「用好這些優
勢，香港不僅可提高發展速度，同時可
配合國內外的發展需要，繼續壯大固有
的龍頭產業，並培育新產業，豐富產業
內容，做到百業興旺，讓青年人學以致
用，所有人各展所長。」
針對民生的重要施政範疇，他說，

在過去的安居、扶貧、安老、助弱工作
的基礎上，特區政府要繼續努力不懈，
通過改變觀念、落實政策和用好財政，
共同改善廣大市民，尤其是弱勢社群的
生活，「我們有信心過去兩年工作的成
果會進一步顯現。」

「用好機遇 做好抉擇」
梁振英強調，「香港人勤奮、守法、拚搏，香港有

國家的支持，有發展的動力，特區政府有一定的財政
能力，只要繼續堅持信念，維持信心，團結一致，我
們一定可以用好機遇，做好抉擇。」
最後，他感謝所有政治任命官員和公務員團隊的努

力，感謝立法會、區議會、法定機構、各諮詢組織和
廣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

梁振英昨日出席施政報告記者會接受傳媒提問，香港文匯報
記者昨日在記者會中問到，反對派「不合作運動」會否影

響落實新年度施政報告的各項措施。梁振英回應說，一直以
來，反對派大搞包括拉布在內的「不合作運動」，影響多項民
生工作和社會福利項目的撥款，已受到社會強烈批評。

阻社會發展非香港之福
他批評，目前立法會的確有極少數議員，在反對議案前提不
出具體理由，純粹利用立法會議事規則內的空間拉布，不但增
加特區政府和官員的工作量，更拖慢香港社會經濟發展，並非
香港之福。
梁振英說：「如果大家有道理，認為政府某個建議、某個撥
款申請是不妥當的，我們希望得到立法會議員的提點。但在不
提一些具體的反對理由，純粹利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現有的規定
下製造、提供的一些空間，甚至一些漏洞來拉布，真是非香港
之福，非香港之福。」

舉低津拉布讓傳媒評理
他其後並舉例道，「請大家一起評評道理：用拉布的手法而

不是實事求是、『是其是、非其非』評論特區政府的一些舉
措，又或者因為特區政府提出一些建議裡面有些內容是不適當
而提出反對，完全是一個程序上的拉布，令到我們現在的『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仍未能在立法會通過。請大家一起評評這
些道理。」
梁振英又舉例說，他在準備施政報告的階段，反對派議員杯

葛施政報告諮詢，堅持不與他會面，然而，反對派議員又向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交換意見，令他質疑反
對派的邏輯。
「你們到底想特區的行政長官、特區政府看到你的建議，你
們作為民意代表反映民意，抑或不看你的建議呢？」他相信，
昨日「做騷」離場的議員，估計在今日的答問大會時又會留在
議事廳發問，「我相信他們會在現場借機會有很多提問、發言
來宣洩一下他們的情緒、訴求等。所以整個『不合作運動』的
邏輯性、正當性、合理性，我覺得大家都值得質疑。」

靠「做騷」不能解決問題
梁振英語重心長地說，立法會議員作為公職人員，應以社會

整體和長遠利益為重，若特區政府有不足、不妥之處，有道理
者歡迎提點，但議員不應為個人表演或小比例的地區選民而拉
布。每一個公職人員，都是「食社會俸祿」，他們收香港社會
的薪金、津助等，應該為社會做事，「只是做騷是解決不到香
港的問題，是掌握不到香港的機遇。」公職人員都重視民意，
因此市民應發聲，「一同敦促一下這些立法會議員。」
他同時強調，特區政府會本着為社會做事、為社會解決問
題、為社會爭取機遇的心，盡最大的努力去施政，「不會情緒
化做事。……正如我剛才所說，有20多個立法會議員，他們
說，我有意見給你，關於你那份施政報告的，我不來見你，我
也不交給你，我只給兩位司長的。我也不會鬥氣說『你不給我
就罷了，我就不理你』。」

迎難而上決心落實施政
梁振英坦言，自己當時向林鄭月娥和曾俊華取過該批反對派
議員的施政報告建議，了解他們的訴求、建議。在整體施政
上，無論面對甚麼困難，特區政府仍有決心、能力、信心以及
財力迎難而上，「所以就行政機構、行政機關而言，我們還是
盡我們最大的忍讓，盡我們最大的努力。我剛才也舉了很多例
子，在立法會雖然遭遇拉布，雖然受『不合作運動』影響，但
我們也很努力一個、一個又一個爭取成功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反對

派近期發起所謂「不合作運動」窒礙施政，特首梁

振英昨日強調，「不合作運動」影響落實民生政

策，拖慢香港發展，早已受到社會強烈批評。他更

特別指出，反對派議員過去不但為反而反，而且行

動自相矛盾，行為反覆，作為民意代表，根本無心

向他表達民意。他呼籲各界一同敦促這些議員停止

拉布，與特區政府一道落實更多惠民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新年度施政報告關
注到婦女權益的問題，其中承諾委任更多女性加入
政府諮詢組織及法定組織，而當局在制定主要政策
時，會參考婦女事務委員會制定的「性別主流化檢
視清單」。
新年度施政報告第一四九項提及與婦女相關的政

策，包括由2015年至2016年度起，把委任女性加入
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百分比由30%提高至35%。
同時，特首也要求所有決策局及部門在制定主要政
府政策及措施時，須參考婦女事務委員會制定的
「性別主流化檢視清單」，及應用性別主流化。
婦女事務委員會制定的「性別主流化檢視清

單」，包括要檢視相關政策會否對任何婦女群體有
影響、能否保障婦女的權利、能否加強婦女決策角
色，以及能否增加婦女取得和管控資源的機會等。

增諮詢組織女性比例

行政立法

特首梁振英昨日到立法會宣讀任內第三份施政
報告，不過，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梁振英宣讀前
急不及待發難，在會議廳內撐黃傘、拉橫額、喊
口號，又拉隊離場抗議，干擾立法會運作約10分

鐘，完全無心議政，會議期間一度暫停，保安更需抬走激進議
員。梁振英待全部反對派議員離開議事廳後笑言，立法會回復
寧靜，施政報告終可開始宣讀。

事先張揚會「攪局」的反對派議員，昨日在梁振英進入會議
廳時隨即發難：「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陳志全及反對派議
員黃毓民率先高叫口號抗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要求他們肅
靜，黃毓民未有理會，但自行離開會議廳。

其間，20多名反對派飯盒會議員，陸續舉起黃傘及兩條巨型
橫額抗議，最後集體離開會議廳，曾鈺成宣布暫停會議。陳偉
業及陳志全則留在會議廳內，其後再高叫反對梁振英的口號。
復會後，曾鈺成指「雙陳」違反議事規則，要求他們離開，兩
人拒絕接受，需要保安抬離現場，會議再度暫停。

梁振英笑言可安靜宣讀
受到反對派干擾，梁振英較原定時間大約延遲10多分鐘才開

始宣讀施政報告。梁振英全程保持微笑，說：「多謝反對派議
員（離場），終於回復安靜及應有環境，宣讀該份施政報
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集體「早收工」

在昨日記者會上，有記者追問特首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出很多需要長時
間才能落實的政策，他會否擔心因此
推低民望而阻礙其「連任計劃」。梁

振英在回應時坦言，他沒有說過要做10年，自己在施
政報告提出舉措時，並沒有考慮這些舉措會否對連任
有利或不利，最重要是措施對整個社會、對每一階層
及香港長遠發展有利。無論過去兩年的施政報告或日
常決策，今屆特區政府確實願意去碰一些「老大難」
問題，他有責任與香港市民同心同德，一起解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出招為社會 願碰「老大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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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發表任
內第三份施政報告。報告內容固然
重要，但整份報告的設計也需要留
意，因為其中反映了特首在整份報

告中所花的心思。新年度的施政報告，除了沿用
去年的橙色外，封面圖片可謂「大不同」。

昨日公布的新年度施政報告的封面顏色如去年
一樣，用上橙色。據消息人士早前透露，梁振英
是希望能突出其個人風格，讓人一看就知這一份
是「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但封面圖片就與去年
大有不同。

消息人士昨日介紹，去年公布的施政報告的封
面圖片，「清一色」用上了年輕人當主角，今年
則用上不同年齡階層的人，如長者、上班族、年
輕人、嬰兒及少數族裔等。因為特首希望今年施

政報告的焦點仍然是「人」，但不再是青年人，
而是面向所有香港市民。

同時，今年的施政報告亦較去年的 189 段為
長，合共219段。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特首
宣讀施政報告開始時已表示，由於今次施政報告
內容較長，所以會在中途休息5分鐘。在中午12
時05分左右，曾鈺成宣布暫停宣讀施政報告，特
首梁振英在議會廳內坐下休息，部分議員則離席
小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封面照顯兼顧各階層
■■新施政新施政
報告續用報告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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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一如以往，行政
長官梁振英昨日在發表施政報告時，特別感謝了
公務員隊伍。他說，自己了解到公務員要面對更
多工作、難度和挑戰，但仍然以民為本，努力為
香港社會服務。
一如過去兩年，梁振英在昨日公布的新年度施

政報告，特別撰寫了「公務員隊伍」章節。他坦
言，要成功落實特區政府的政策措施，有賴專業
的公務員團隊支持和配合，而他也深切體會到公
務員面對的挑戰愈來愈多，工作量和難度也大大
增加，因此他衷心感謝每一位公務員同事在過去
一年竭盡所能，緊守崗位，不屈不撓，為市民提
供優質服務。
他深信，公務員團隊定會繼續堅守以民為本的

信念，全心全意支持政府有效施政，服務社會。

感謝公務員緊守崗位

特首梁振英昨日發表任內第三份施
政報告，太太梁唐青儀及幼女頌昕一
起現身立法會會議廳為他打氣。

身穿紅衣的梁太在步入大樓時，社
民連成員黃浩銘一度上前示威，即時被立法會保安員
攔截。二人其後與行會召集人林煥光、行會成員鄭耀
棠等，在會議廳公眾席現場觀看梁振英的宣讀過程。

在小休時間，有記者趁她們前往洗手間的過程
中，追問梁太看到丈夫被反對派罵時有否心痛，
但她只報以微笑，未有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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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唐青儀與梁頌昕昨現身觀眾席。 劉國權 攝

太座千金公眾席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為積極增撥
地區資源，特首梁振英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
出，在明年1月新屆區議會任期起，實質增加
區議員的酬金15%，並為每名區議員增設每屆
任期10,000元的外訪開支撥款。當局並會檢討
去年賦予「放權」的先導計劃，及積極考慮由
下屆區議會任期開始在18區全面推行。

每人任內可獲1萬外訪開支

梁振英昨日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建議於
明年一月新屆區議會任期起，實質增加區議員
的酬金15%，並為每名區議員增設每屆任期
10,000元的外訪開支撥款。

他續說，特區政府於去年在深水埗和元朗兩區
推行先導計劃，賦予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
地區管理委員會決策及統籌權力，處理部分涉及
公共地方的管理和環境衛生等問題，並由區議會
就工作優次提供意見，成效十分理想。
因應先導計劃深受地區歡迎和支持，特區政府

會在今年8月先導計劃完結後進行檢討，視乎情
況，及積極考慮增撥人手和資源，由下一屆區議
會任期開始，在18區全面推行，進一步落實「地
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
另外，特區政府會於未來5個財政年度，每年

再額外向社區參與計劃撥款2,080萬元，進一步
加強支援區議會在地區上推廣藝術文化活動。

新屆區議員加薪15%

■■反對派議員集體離場反對派議員集體離場。。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保安員將陳志全抬出會議廳保安員將陳志全抬出會議廳。。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特首梁振英昨於立法會宣讀任內特首梁振英昨於立法會宣讀任內
第三份施政報告第三份施政報告。。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