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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人代籲港人全力撐創科
考察華為騰訊等龍頭企業 嘆創新科技深圳「過晒頭」

曾鈺成倡議員聚焦重要議案

「微信」粉絲「QR代碼」買公仔
由騰訊公司發展出來的即時通訊軟件「微信」，

廣受年輕人歡迎，也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喜愛，成
為代表們溝通聯繫、交朋結友的好工具。有港區人
代昨日更以「微信」的「QR代碼」，輕易買到騰
訊紀念品，大讚方便又易用。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是「微信」的忠實用
家，其名片就印上了自己的「微信QR代碼」，方
便新朋友和他用「微信」聯繫。他說，自己和全國
人大秘書處協作設立了一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
「微信」群組，年多來，越來越多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也愛上「微信」，增加了代表們的溝通，而秘書
處也由電話管理變成「微信」管理，很多地區事務
都能在「微信」處理，又快又能了解訊息，大大提
升了生產力。

陳勇笑說，「『微信』可以傳相、傳訊息，又可
以交流近況，功能人性化，十分實用，令人愛不釋

手。很多好嘢都是中國製造、中國名牌。」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友嘉亦說，「『微

信』做得很好，今（昨）日能考察創設『微信』
的騰訊企業總部，心情實在很興奮。」

他指，「微信」目前有5億多個用戶，群組很
大，「我有些朋友喜歡用『微信』，我看好這方
面的發展。而『微信』傳相、清晰度高，又易
用，特別是複製一個QR代碼，很多事情都可以
做到。」

在昨日考察騰訊總部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
鐵夫見到一部騰訊公仔自動販賣機，即以「微
信」綁定的支付寶，掃描「QR代碼」付費，即
時買到公仔紀念品，並大讚「微
信」方便。另外兩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顏寶鈴和蔡素玉亦一試成功，
同讚易用。 ■記者 鄭治祖

「大主席」靠多數議員撐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立法會年度

總結時，笑談出任「大主席」的條件。
他笑指，自己並非70個立法會議員中能
力最高的一員，但得到多數議員的支持
和信任。在「涇渭分明」的政治現實
下，他寄語有意角逐此職位的反對派中
人，須得到一半以上的建制派支持才有
此機會。

曾鈺成早前指，自己在完成今屆立法會議

員職務後不會競逐連任。他昨日被在場記者
問到對未來的立法會主席有何寄語時先笑
說，他即使在明年立法會年度總結也不回應
這個問題，之後又強調立法會裡有不少議員
皆有能力做好主席一職，加上秘書處處事專
業，故自己從不為此感到擔心，不認為來屆
立法會會找不到合適的人選。

至於反對派中是否存在合適人選時，曾主
席指，「呢個係毫無疑問」，但他認為，出

任主席一職並非只是能力的問題，並自嘲自
己非70個議員中能力最高的一位，惟最重要
的是得到多數議員的信任和接受。

他坦言，每次角逐主席一職時，大家都
「涇渭分明」，反對派皆將所有票投予反
對派，建制派則投予他，這是政治現實，
故寄語有意角逐主席一職的反對派議員，
「不論『泛民』有幾多能
力的人，但如果贏唔到一
半建制派嘅票，都係無機
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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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庭佳）
特首梁振英提出要
與立法會建立新型
合作關係，並先後
與不同反對派政黨
會面。他昨日發表
網誌表示，他大前
天與民主黨的會面
務實坦誠、有建設
性，並將繼續約見
其他黨派。他又希
望香港減少拖延，
將眼前機遇盡快變
成實惠。

見民主黨
氣氛坦誠
梁振英昨日在網

誌中表示，自己在
2017年特首普選決
議案被否決後，提
出要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
並馬上分批約見立
法會內不同黨派，
集思廣益。大前
天，他和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及特首
辦主任邱騰華，會
見了民主黨全體立
法會議員，並聽取
該黨提出的 11項
建議和意見。
他形容是次會面

氣氛務實坦誠、有建設性，
會面時間較原定的半小時延
長了20分鐘。自己在會面結
束時，表示希望在起草明年
的施政報告前，再約見民主
黨聆聽意見，在此之前也歡
迎該黨隨時和他聯絡。
梁振英強調，要改善民

生，必須發展經濟，而國家
正謀劃「一帶一路」的發展
戰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等重大舉措，還有「滬港
通」、「深港通」、各自貿
區、「十三五」規劃、泛珠
三角、粵港合作等機遇，對
香港短中長期的經濟發展提
供大量機會。

指港要減少拖延
他說：「香港要減少拖
延，將這些機遇盡快變成可
以惠及各階層市民的實質經
濟、就業和創富收益。因此
我希望民主黨就經濟問題多
提意見。」
梁振英表示，將在暑假前

後繼續約見其他黨派的立法
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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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反對派時常將行政立法關係變差諉過在
特首梁振英身上，惟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昨日在立法會年度總結記者會上指，行
政立法關係差非源於一個人的問題，而
是在政治體制上無法容許特區政府有穩
定及支持的大多數在議會內。他又認
為，普選問題一日不解決，其他議題仍
然難以處理，但認為立法會議員應在政
改爭議告一段落後，集中精力討論其他
重要議案，回應香港市民以至國際對香
港的期望。
曾鈺成昨日在記者會上回顧2014年

度/2015年度立法會會期的工作：立法

會在今個年度會期共舉行35次大會會
議，其中4次為特首答問會；特區政府
提交20項法案，並通過23項，其中15
項經修訂後獲得通過，其餘8項則無經
修訂獲得通過，另有1項法案未獲立法
會通過，餘下15項法案的審議工作將
於下個會期繼續進行。

政府無議會穩定支持源於制度
他坦言，法案通過的數字不能反映行

政與立法的關係，因法案本身的複雜性
各有不同，故無法代表雙方關係的好與
壞。對於行政立法關係變差，他說，這
並非源自一個人的影響，或是某些激進

議員的行為和性格所致，而是源於整個
政治體制上不容許特區政府有穩定及可
靠的支持大多數在議會內。
曾鈺成以政改爭議為例，強調政改爭

議是「一開始的事」，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的底線與反對派所持理念
有相當大距離，但特區政府與反對派在
這段期間，皆無真正解決或讓政改方案
通過問題進行有建設性的磋商，而是各
自表述，無法收窄距離。

普選一日未決 難商其他議題
他認為，原本透過特首普選決議案的

通過，將2017年特首普選以至2020年

的立法會普選引入立法機關，惟政改決
議案最終遭否決，故特區政府亦不會在
餘下任期再提出相關建議。他坦言，看
不到特區政府在餘下一年間，如何改善
由政改失敗而造成的管治問題，相信普
選一日未解決，其他議題也難以放在日
程上討論。雖然議會可就如改善行政立
法關係、如何提高政府透明度、問責官
員如何落實向市民問責作出辯論，惟始
終無助制度上的改善。
不過，曾鈺成依然期望政改爭議能告

一段落，立法會能集中精力討論其他重
要議案，如版權修訂條例，以回應香港
市民以至國際對香港的期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及特區政府多
次搭建平台與香港反對派溝通，奈何反對派一味「作
騷」擺姿態。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強調，香港與內
地關係愈趨緊密，立法機關所處理的問題幾乎無一不
涉及內地的因素，期望立法會議員能多與內地各級官
員建立途徑，加強溝通。
曾鈺成昨日在立法會年度總結時，憶述自己在上屆
擔任主席時，已期望立法會各黨派包括反對派議員，
能與中央及地方政府建立更多溝通。目前，立法機關
需要處理的問題，「幾乎無邊項唔需要考慮到內地因
素」，議員需要了解有關內地情況，故溝通非常重
要。
他續說，香港回歸祖國至今，特區政府與內地的關

係愈來愈密切，不單特首、特區政府官員，以至高級
公務員等比比皆是，立法會作為香港的立法機關，同
樣需要注重與內地的關係。惟他認為，他擔任主席至
今7年來，仍未看到立法機關與內地溝通上有大進
展。

冀用不同方式與內地交流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表示樂意邀請立法會議員到
內地考察，曾鈺成期望自己在餘下一年任期，可看到
各黨派議員能成行到內地，透過不同方式與內地各級
官員交流溝通。
被問及部分反對派議員本身無回鄉證的問題，他
說，兩年前曾與特首梁振英花了相當多力氣為有關議

員爭取回鄉證，但內地主管出入境的部門對此有不同看法，
加上部分議員堅持要所有議員有回鄉證，其後政改爭議及違
法「佔領」相繼出現，造成緊張局面，也令相關工作暫時擱
置。但他強調，自己樂意繼續為議員爭取，希望他們能自由
出入內地，惟並不容易。

■曾鈺成昨日回顧立法會年度工
作，笑談出任「大主席」的條件。

記者梁祖彝攝

反對派狂拉布 公僕加薪「等到頸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昨日第三日舉行會議，審議餘下8項工程、民生項
目，及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多名反對派議
員瘋狂拉布，令3節共6小時的會議僅通過兩項撥
款，包括按2013年薪酬水平調查結果應用於公務員的
撥款申請，但2015至2016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申
請仍未獲批。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表示，倘今日會議仍無法
通過公務員加薪撥款，需要遲一個月才能發放額外薪
金。有建制派議員表示，公務員等加薪「等到頸都
長」，要求反對派停止拉布。

糾纏字眼 發言東拉西扯
財委會昨日下午繼續舉行「馬拉松式」會議，首節

會議討論九龍東環保連接系統詳細可行性研究的撥款申
請，涉及約9,230萬元。反對派為求「拖死」創科局，
不斷東拉西扯發言，又糾纏於文件字眼，如街工議員梁
耀忠就要求政府解釋在文件中「提供一個世界級的綜合
多模式連接系統」中「世界級」的定義。主席張宇人批
評，梁耀忠的提問是挑剔和不適當。
土木工程拓展署九龍拓展處長向玉璽回應指，「世
界級」是指在策略性、跨區、區內和地方層面，連繫港

鐵、路面交通工具。梁耀忠其後追問其他地區是否都是
「世界級」，張宇人即打斷他的發言，直指梁的問題和
討論的議題沒有關係。
拉布主力「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發言時否認拉
布，稱自己是首次就有關議題發言，但隨即被張宇人揶
揄：「你會唔會發言一次就停，證明你無拉布呢？」社
民連議員梁國雄要求政府提供高架單軌鐵路的具體資
料，張宇人亦「搶答」道：「你唔畀錢佢（研究），佢
點答到你呢？」
經過逾4小時的辯論，有關撥款申請始在27票贊
成、4票反對下獲通過，完成審議所有工程項目。

第三節會議於晚上9時25分舉行，正式進入審議5項
與民生相關的項目，首先討論的是按2013年的薪酬水
平調查結果，提高首長級公務員和非首長級高級公務員
薪酬3%的撥款申請。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公務員
等加薪「等到頸都長」，呼籲議員抓緊時間，不要再拉
布。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希望盡快通過撥款，促請拉布議
員適可而止。

今日續開3節6小時會議
鄧國威表示，倘要本月底向公務員發放額外金額，

最遲要在今日通過撥款，否則可能要遲一個月發放。近
晚上11時30分，財委會終以26票贊成、9票反對通過
把2013年薪酬水平調查結果應用於公務員的撥款申
請，惟仍未開始審議2015至2016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申請。
財委會今日下午繼續召開3節、共6小時的會議。

殷曉靜譚惠珠帶團考察7科企
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考察團團長譚惠珠及30多位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昨日起一連兩日展開深圳
考察工作，重點考察7家深圳重點創新
及科技企業發展情況。
在昨日的首日行程中，考察團率先考
察了3家位處深圳的全國以至全球龍頭
創科企業總部：全球四大互聯網公司、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國內外首屈一
指的電信設備供應商「深圳華為技術有
限公司」，世界知名激光加工設備生產
商、深圳市高新技術企業「大族激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其間，考察團了解
到各公司的業務發展和創新科技技術，
得悉深圳在全國創新及科技方面的頂尖
面貌，以及科研人員的先進水平。

李少光批拉布「目光如豆」
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總結首日
行程時，對深圳的創新及科技程度「刮
目相看」。前特區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慨
嘆，香港回歸18年，的確已被深圳拋離
很遠，香港除在金融服務業尚有優勢
外，創新及科技可謂被深圳「過晒
頭」，反對派現在還在立法會以拉布阻
撓設立創科局，實在目光如豆。
他強調，如果香港能及早把握機遇，

吸引如騰訊、華為這些大公司在香港設
立總部，香港成就實不只於此。從深圳
的情況來看，創新及科技產業的確能增
加經濟總量，又能創造大量職位，深圳
的經驗，實在值得香港借鏡。而香港即
使設有數碼港和科技園，卻仍無法帶起
香港科研發展，當局亦應檢討。

黃友嘉：港創科必須走出第一步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友嘉表示，
考察團考察到的深圳內地民企是世界頂

尖的，實在辦得非常好，又感嘆香港搞
科技條件比深圳好，深圳卻能做得比香
港出色。「香港要有決心，也不要以為
可以一步到位，從深圳這些企業的情況
來看，他們在深圳成立時，科研條件沒
有現在理想，最終還是成為行業龍
頭。」
他續指，現時一些人只抱怨香港成立

創科局不成熟，然而，深圳的創科發展
正好說明，香港一定要讓自己在創科上
走出第一步。特別是香港經濟發展已落
後，被不少內地城市和新加坡拋離，成
立創科局有利香港發展，現在實在不是
搞拉布的時候，反對派應理解，要發展
好經濟，才能更好地處理民生和其他社
會問題，拉死創科局實在毫無好處。

盧瑞安：如為港好反對派應「放手」
香港中旅集團董事盧瑞安提到，「不

來訪便不知道，不考察便不明白」，驚
訝於深圳的創新科技發展已到了這麼先
進的程度。他說，按照目前形勢，香港
再不在創新科技上急起直追，的確會被
深圳趕上。
根據是次考察情況，他表示搞好創新

科技，人才十分重要，深圳有三方面可
供香港借鑒：一、深圳吸納大量科研人
才；二、環境易吸引高端科技；沒有所
謂「官商勾結」、動輒得咎的政治氛
圍。
盧端安認為，深圳在創科上高瞻遠

矚，相反，香港搞創科還要在立法會拉
布糾纏不清，實在令人憂慮。反對派如
為香港好，便應放手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否則香港只會被邊緣化。
考察團今日會繼續考察由曾在香港讀

大學的內地學生在深圳創設的、現為全
球領先無人飛行器控制系統生產商「大
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深圳創科
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考察團昨日到

訪深圳，考察包括華為和騰訊在內等多家位於深圳的國家龍頭創

新及科技企業發展情況。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形容，深圳在創

新及科技發展方面，令人刮目相看，足讓香港警覺和借鑒，但反

對派目前仍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上，就設立創新及科技局撥

款拉布，是目光如豆。他們呼籲港人認清形勢，全力支持成立創

科局，向反對派拉布說不，香港才能在創科上急起直追，令經濟

更上層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考察團考察華為深圳總部。 記者鄭治祖攝

■考察團到訪深圳騰訊總部考察。 記者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