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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應速處理民生撥款
多項惠民議題要處理 未來兩年不重啟政改

談港參與亞投行 財爺：中央反應積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靜 北京報道）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昨日在北京對媒體表
示，中央對香港參與亞投行
反應積極，這對香港而言
「很正面」，香港會在合適
時機提出參與的申請。對於
亞投行會否在港設立辦事
處，他說要看未來發展。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前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
署章程協定，曾俊華昨日對媒體表示，他本人以中國代
表團成員的身份參加亞投行的部長級會議，會議成功舉
行，主要討論秘書長角色如何安排及新成員如何加入等
事宜。
他續說，昨日上午他和絲路基金董事長金琦和亞投行

秘書長金立群見面，討論香港在絲路基金和亞投行的角
色，探討有關進一步合作。中午還同外交部副部長劉振
民共進午餐，討論「一帶一路」的發展及香港在其中的
角色，他表示，通過交流，對「一帶一路」的發展有了
較深的認識。

等適當機會提申請
曾俊華表示，中央對香港參與亞投行的態度相當積

極。「對我們來說，非常正面，所以我們等一個適當的
機會就作出申請。」至於亞投行會否在港設立辦事處，
曾俊華說，要看亞投行進一步發展。
在亞投行簽署章程協定儀式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和

曾俊華握手。昨日有媒體問到是否「政治祝福」，曾俊
華回應說，習近平主席當時與很多人握手，只是鏡頭沒
有捕捉到。在被問及「會否參選特首」，曾俊華也以
「你有沒有問過其他人」來回應。
昨日下午，曾俊華還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

見。曾俊華並未對媒體透露會面時會談及哪些問題，只
說「（我）作為財政司司長，會談經濟」。
另外，對於希臘債務危機會否對港產生影響，曾俊華

回應說，這對香港的直接影響輕微，甚至沒有，近期股
市波動未必與此有關。但他指出，如果部分受影響的歐
洲銀行在香港設有分行，加上外圍的經濟很複雜，有很
多不同的影響因素，將可能對香港有間接影響，所以對
一些投資者來說，需要特別小心，香港特區政府會就此
保持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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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香
港回歸18周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
計劃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香港巿
民對「中國國民」身份自豪感回升
至2012年水平，38%受訪者表示因
成為「中國國民」感到自豪，比去
年同期升5個百分比。
民研計劃於6月22日至25日以電
話訪問1,038名香港巿民，發現在接
近香港回歸18周年，政改爭拗塵埃
落定後，香港巿民對「中國國民」
身份的自豪感比去年同期明顯上升
5個百分比，升至38%，大概回到
2012年的水平；沒有因此感自豪的
則有56%，跌6個百分比。
至於巿民對中央政府香港政策的

評價方面，正面評價現為33%，負
面評價為32%，淨值由去年同期的
負2個百分比上升至正2個百分比，
平均量值則為 3.0 分，即「一半
半」。深入分析顯示，市民年紀越
輕，對成為「中國國民」感到自豪
的比率越低，對中央政府香港政策
的評價亦越負面。

政改被否決
鄭家純：「好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蘇 洪
鏘）對於 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
案上周被立法會
否決，新世界系
主席鄭家純昨日
直 言 「 好 失
望」，令港人失
去了「一人一
票」選特首的機

會。不過，他寄語大家應「向前看」，特別是過往幾年
將社會討論焦點糾纏在政治議題，而今是次政改被否決
後，大家應着眼於被忽略了的民生及經濟發展。
被問到建制派當天的表現，鄭家純表示事發當天自己

身在北京，對事件的詳情不太了解，但直言事件中投反
對票的議員應為否決決議案負責。

劉業強：港基本法有定海神針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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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中央及特區
政府於過去兩年均花了不少精力及時間推動

政改，「很可惜，在不能夠達到基本法的要求，
亦即是說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支持，我們這個
政改建議落空。因為，大家記得18日投票那天，
有四成，28位立法會議員投反對票。所以，那天
即使所有建制派議員在席，他們都投支持票的
話，都不可能通過。」

中央特區推政改努力 市民有目共睹
他續說，過去兩年，中央和特區政府為推動政

改所作出的努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而現屆特
區政府上任至今剛好3年，「在3年時間裡面，我
們花了差不多兩年時間來做政改（工作），整個

社會相當大的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政改一個議題
上。」他認為，不論是特區政府的工作，還是整
個社會的發展方向，都不能只集中於政改問題
上，令其他經濟民生等問題被偏廢。
梁振英重申，現屆特區政府在餘下兩年不會再

次重啟政改，「相信這是中央的態度，是特區政
府的態度，亦是廣大香港市民的訴求。」他強
調，當局未來仍有很多土地、房屋、扶貧、醫
療、安老、教育等工作要處理。

11項惠民措施應盡早通過
他並對立法會財委會上周五在經過6小時會議
後，仍只通過11項民生相關撥款的其中2項感到
失望。他強調，該11項措施可讓香港市民受惠，

應該盡早通過，但財委會一般每星期只開一次
會，每次開會只有數小時，且立法會即將放暑
假，故他期望當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也希望集中
做好民生、經濟工作時，立法會也能積極配合，
盡快通過其餘撥款申請。

批拉布拖垮創科局
梁振英又表示，創新及科技局議題早前經過兩

次冗長的「拉布」被拖垮，今次已是第三次呈上
立法會審議，較財政預算案提出的民生措施更早
呈上立法會，因此不存在所謂創科局撥款申請
「打尖」的問題。但特區政府考慮到希望集中做
好民生和經濟工作，故讓11項與民生有關的撥款
「打尖」，排在創科局議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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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經過長達20個月的政改諮詢及籌

備，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最終

仍被反對派的「普選殺手」綑綁

否決。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中

央及特區政府過去為推動政改所

作的努力有目共睹，整個社會在

過去兩年把相當大的精力和注意

力放在政改議題上，但整體社會

發展方向不能偏廢，目前仍有多

項民生議題要處理，特區政府餘

下兩年不再重啟政改是中央和特

區政府以至廣大市民的訴求。他

再次促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盡早

通過餘下9項與經濟民生相關的

撥款申請，讓各方及早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早前將11項民生相
關撥款申請調前，但至上周五立法會僅通過了其中2項，特首
梁振英昨日對此表示失望。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在
另一場合指出，財委會本周五將審議有關康復服務及長者合
約院舍的相關撥款申請，希望議員實事求是地提問，盡快去
處理，又希望能在立法會休會前處理好所有特區政府提出的
項目。

籲議員掌握時間 實事求是提問
張建宗昨日在一公開場合指，財委會在上周五通過了2項撥

款申請，其中有關綜援「出三糧」的議題，議員提問問題就
超過3小時。「其實我們已在不同場合很清楚闡述了政府的立
場，而且所有這些項目都已經過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事前
的詳細討論，所以我希望往後的兩個會議，特別是這個星期
五和下星期五的最後兩個會議，議員能真的好好掌握時間，
實事求是地提問，盡快去處理。」
他續說，財委會本周五審議的項目，包括有關康復服務及

長者合約院舍的相關撥款申請，「我們都已很清晰解釋很多
政策。如果有細節要問，我們當然歡迎議員提問，但真的要
盡量壓縮時間，因為餘下的其他項目都是同樣重要的，我希
望在休會之前能真的處理好所有政府提出的項目。」
張建宗指出，「那些（本周五審議）的項目硬件的處理其
實是沒有甚麼爭議的，大家也知道一定有需要，現在院舍很
缺乏，宿位、名額也很缺乏，只是有些細節盡量壓縮時間去
問，我們希望（財委會）時間的拿捏能夠好一些。」

創科局申撥非首次 無「打尖」
張建宗並反駁了反對派聲稱創科局撥款申請「打尖」之

說。他強調，創科局的相關撥款申請早已放入議程，並非臨
時加入的，「大家也知道（創科局）已經是談了很久，已經
不是新的，亦不是第一次拿出來討論。」
他強調，特首鑑於「後政改」的新形勢，有誠意、有決心

地希望能夠與立法會建立更好的互動關係，同時展示特區政
府急民之所急，以施政推動經濟為主軸，故釋出善意，優先
提出了11項民生項目，希望議員能夠盡快在立會休會前審
批，「我希望『泛民』議員在這方面亦能夠配合，以民為
本，盡快通過撥款。」

毀港人選舉夢
訟黨民望急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議員綑綁否決
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扼殺了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的選
舉權利。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在本港15個主
要政團中，公民黨的支持度錄最大跌幅，跌0.16分至2.33
分，相信與其否決普選決議案，令港人普選夢落空有關。協
會負責人促請各政團在「後政改時代」，放下陣營間的政治
包袱，共同推動香港未來發展。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24日至28日訪問了1,084名市民，要

求受訪者對立法會內擁有議席的15個香港主要政團之支持度
及就香港政團整體表現的滿意度進行評分。結果發現，支持
度最高的首五位分別為教協、自由黨、民協、街工及民建
聯，得分分別為2.7分、2.69分、2.6分、2.59分及2.55分。
支持度排名第六位至十位，分別為新民黨、新民主同盟、

工聯會、公民黨及工黨，而跌出十大的包括有民主黨、社民
連、「人民力量」、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及新世紀論壇。

訟黨排第九 鴿黨跌出「十大」
值得注意是，被評分的15個主要政團中，支持度悉數錄得

下跌，其中有份投反對票否決普選決議案的公民黨錄得最大
跌幅，跌0.16分至目前的2.33分，在「十大」中排名第九，
民主黨更跌出十大。同時，反對派陣營及建制陣營政團的評
分皆錄得下跌，前者相信與其否決普選決議案，令港人普選
夢落空有關；後者則相信與他們在表決當日投票出現差錯，
令支持政改市民失望有關。
調查又發現，香港政團整體表現的滿意度評分方面，「監

督政府」錄最大升幅，升0.07分至目前的2.46分；「有活
力」則錄得最大跌幅，跌0.09分至目前的2.14分。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香港各主要政團整體表現的滿

意度評分皆不足3分，遠低於一般水平，反映各政團的表現
與市民的期望有較大差距，各政團應反省，並促請各反對派
及建制政團，在「後政改時代」，雙方應放下陣營之間的政
治包袱，修補彼此關係，建立互信，以大眾利益為依歸，共
同肩負起推動香港未來發展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新界鄉議局昨日舉
行慶祝回歸18周年酒會，特首梁振英、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及多名司局級官員、行政會議成員、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和立法會議員均有出席。鄉議局主席劉業強
表示，香港回歸以來雖然經歷不少風雨，但香港基本
法始終有定海神針的作用，令港人對前景的信心不會
動搖。他批評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令政改原地踏步，必
須負上歷史責任，但認為香港在政改過後必須向前發
展。
劉業強昨日在致辭時表示，香港回歸18年來，在
特區政府及港人不懈努力及中央大力支持下，「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貫徹落
實，期間香港雖然經歷不少風風雨雨，但香港基本法
始終起着「定海神針」的作用。
他續說，事實證明只要依據香港基本法辦事，縱然
有些事情在特定環境下未能做到，人們對前景的信
心、香港穩定繁榮的局面並不會因此受到動搖。

反對派剝奪普選權要負歷史責任
劉業強又讚揚特區政府在過去兩年推動政改不遺餘
力，在廣泛諮詢後推出了符合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的方案，令500萬名合資格選
民可以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但日前卻被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否決了，「新界鄉議局對此表示極
度遺憾，香港政改停滯不前，廣大市民被剝奪了普選
的權利，反對方案的『泛民』議員必須負上歷史責
任。」

政改雖「無功」港仍需向前發展
他認為，政改雖然「無功而還」，但香港仍需向前
發展。特區政府宣布今後將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鄉議局將一如既往，秉承愛國、愛港、愛鄉的
傳統，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並進一步促進社

會各界的團結合作，為維持香港穩定繁榮作出更大努
力。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代表特區政府致辭時表

示，18年前，香港回歸祖國，對香港、對中華民族
都是值得紀念、慶祝的大事，尤其是香港開啟了落
實「一國兩制」的創舉，遵循香港基本法訂立的憲
制框架，走上了「港人治港」的民主道路，縱使經
歷了不少挑戰和考驗，但值得自豪的是香港多方面
都有長足進步。
他續說，現屆特區政府第三份《施政匯報》顯示香

港經濟持續增長，具有較好能力去持續改善民生，
「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既有賴國家大力支持，更需
要社會各界團結齊心。

曾德成讚鄉議局愛國愛港愛鄉

曾德成並讚揚鄉議局暨二十七鄉一向愛國、愛港、
愛鄉，協力推動新界發展，更在關乎社會整體利益的
議題上積極發聲，如堅定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
案，反對任何違背香港基本法和破壞法治的言行。他
認為，雖然方案被立法會少數議員否決，但諮詢過程
讓社會增加認識香港的法理地位和制度特色，提高了
「一國兩制」的覺悟，對香港目前和今後的發展都有
重要意義。
出席酒會的鄉議局前主席劉皇發，會後被問到身體

狀況時表示「正向健康發展」，但未有回應其辭任立
法會議員的傳聞。

■鄭家純 張偉民 攝

■曾俊華 馬靜 攝

■新界鄉議局暨二十七鄉舉辦慶祝香港回歸18周年酒會。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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