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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地增建屋 樓價初回落
經濟發展惠基層薪酬升 貧窮率14.3%見6年低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在反
對派各黨派公然挑撥香港與內地對
立，令「港獨」思潮影響了部分激進
年輕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昨
日在特首答問會上大放厥詞，聲稱
「北京」（中央政府）是「真正的
『殖民者』」，而特首梁振英「事事
聽命北京」。梁振英反駁，大家不應
將香港與內地對立起來，並強調特區
政府矢志不渝地根據香港基本法施
政，同時也採取了包括「雙辣招」及
「限奶令」等維護本港居民利益的措
施。他促請反對派實事求是，不要只
叫口號。
毛孟靜在昨日特首答問大會上提問

時稱，「梁振英很聽北京話，大家都
知，他真正的主子是北京（中央政
府）。……有個說法指在香港真正的
『殖民者』，是由梁振英代表北京，
在香港將我們年輕人向上游的機會，
不論是教育抑或就業完全按下，年輕
人你不喜歡，有錢的話，你可以移
民。」
梁振英在回應時強調，他和整個特

區政府都是根據香港基本法給予的責
任和賦予的權力，為香港社會服務。
香港基本法規定了香港有「一個國
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等，特區政府是矢志不渝地根
據香港基本法施政。

青年應把握北上發展機會
他又語重心長地促請反對派不要將

香港與內地對立。「我相信任何關心
香港前途的人，他們都會承認：香港
作為一個1,100平方公里、720萬人口
的社會，我們在外面有很多機會。無
論是外國也好、內地也好，我們都應
該掌握香港以外的機會。青年到內地
不等於毛孟靜議員說得那麼黑暗、那
麼可怕的一件事。」

推多項措施維護港人利益
梁振英又強調，過去3年，即使在

內地引起部分內地居民不滿，今屆特
區政府採取了措施，包括以「辣招」
遏抑主要來自內地居民的外來置業需
求：叫停「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限奶令」、深圳非戶籍居民來港
「一簽多行」等，維護香港居民利
益，「（這些）不是中央政府指示特
區政府做的，不是毛孟靜議員剛才所
說『事事聽命於北京』，這些是特區
政府主動做而得到內地和中央的支持
和諒解。所以我希望毛孟靜議員能夠
實事求是，不要只叫口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房屋及扶貧問

題是現屆特區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特首梁振

英昨日在立法會答問會上強調，特區政府以釜

底抽薪方式，通過大量增加土地形成較大量的

住宅供應，特區政府有時還要冒險「發難」去

改劃土地來增加供應。目前，香港一手及二手

樓價開始回落，特區政府會繼續迎難而上，堅

決紓緩和解決房屋問題。他又指，過去一段時

間，基層打工仔受益於經濟發展，薪酬顯著提

高，而當局的扶貧工作取得成效，令香港最新

貧窮率至14.3%，是6年來的低位，貧窮人口

連續第二年低於100萬人。特區政府今後會和

社會各界攜手繼續努力，改善市民生活。

梁振英昨日在答問會開場發言中指出，經濟發展是社
會穩定的基礎，是改善民生的依靠。經濟蓬勃，市

民和政府的收入增加，才有能力改善民生，尤其是做好房
屋、扶貧、安老、助弱和基建等工作。「過去一年，經濟
溫和增長，通脹受控，失業率低，青年人首次就業機會較
好，就業人數是歷來最高。市民的收入顯著增加，最低收
入的三成全職僱員，在今年6月至8月的收入，較去年同
期增加7%至8%，扣除通脹後的實質增長是3%至4%。整
體就業人口的收入平均也有5.7%的增長。」
梁振英並主動談到房屋問題。他強調，現屆特區政府
「雙管齊下」的措施逐步見效：在透過印花稅遏抑外來
需求、投資需求和炒賣需求的同時，釜底抽薪的辦法是
大量增加土地供應。3年前，現屆特區政府增加土地供應
的努力，開始形成新的和較大量的住宅供應。市場數據
顯示，一手和二手住宅的價格開始回落。

推150幅地 約四成正改劃
他續說，特區政府一直定期發放土地和住宅單位的供
應數據，供市民參考，並會繼續迎難而上，堅決紓緩和
解決房屋問題。特區政府會繼續大力開闢和供應土地，
並且推動大型基建，包括他在2014年施政報告公佈計劃
在5年內推出的150幅用地，並且已經開始了約四成的法
定圖則改劃工作，部分土地亦已經撥作建屋。

扶貧奏效 逾17萬戶脫貧
在房屋問題外，梁振英表示，現屆特區政府下定決心
正視貧窮問題，並通過以「貧窮線」作為衡量貧窮問題
和制訂政策的依據。他說，香港的貧窮狀況持續改善，
2014年的貧窮人口減至96萬，貧窮率跌至14.3%，兩者
都是6年來的低位。特區政府的政策介入成功令172,600
戶在2014年脫貧，貧窮人口連續第二年低於100萬，反
映各項扶貧工作取得相當成效，今後特區政府和全社會
要繼續努力。
工黨主席李卓人在提問時，聲稱香港的民生「完全沒有
改善」，「市民現在民怨沸騰，因為你所謂的經濟發展下
達不到去改善人民生活。為什麼下達不到？因為你的政策
全部傾斜於商界、財團，不敢用政策去改善民生。」

商界基層同受惠不偏幫
梁振英反駁，香港近年經濟發展，惠及的不只企業，
還有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收入增加的比例更為明顯。
同時，特區政府通過政策的介入，包括由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領導的扶貧委員會的努力下，香港的貧窮人口和
比例都出現下跌。
他強調，特區政府不偏幫任何一方面。「我們既不是

商家的政府，亦不單是基層的政府，我們一定要追求香
港整體發展，大家共享繁榮，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確實做
到的。我相信李卓人議員和在座其他議員、香港社會，
都不能夠否定特區政府在全社會支持和配合，大家一起
努力的情況底下，我們做出這些成果。」
梁振英反詰李卓人：「如果特區政府只是偏幫商界的
一個政府的話，我們大概不會那麼努力，有些時候還要
冒險『發難』去改劃土地，增加土地供應。因為如果我
們不做這些工作，土地供應不大幅增加的話，持有土地
的，譬如說地產界，他們的獲益便是最大。所以我們都
不能夠很主觀那樣說『你特區政府如何如何』，我們一
定要看事例。」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答問會上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迎難而上，堅決紓緩和解決房屋問題。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自明）香港勞資雙方就強積
金對沖機制應否取消各持立
場，香港特首梁振英昨日出
席立法會特首答問會時，有
勞工界議員向他「追數」，
要求他兌現落實全民退休保
障、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及
立法制定標準工時等競選承
諾。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
沒有拖延，自己履行競選承
諾的決心不變，但對沖機制
及標準工時立法等「老、
大、難」問題需要時間處
理，並希望大家多一些實事
求是的討論，少一些立場性
或陰謀論，以大局為重，互
諒互讓達成共識。

王國興盼現屆政府推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在答問

會上引述有消息傳出，特首
將會在即將進行的施政報告
諮詢中，提出取消強積金對
沖，「香港所有打工仔都很
開心聽到這個信息，當然我
亦明白來自商界有反對聲
音。」他並促請梁振英在今
屆特區政府餘下任期履行競
選承諾，交代取消強積金對
沖的時間表，盡快惠及全港
打工仔。

梁籲互諒互讓尋共識
梁振英澄清，特區政府並

沒有「放風」指將在施政報
告諮詢內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但明白勞資雙方對相關報道有不同反
應，「有些反應更是比較強烈的反
應。」他強調，自己兌現競選政綱的
決心不變，但現階段不能作出任何承
諾，也不能明示或暗示特區政府會採
取哪種做法，但所有可行辦法都會以
開明開放的態度考慮。

他形容，強積金對沖等問題是個難
題，困擾了香港社會一段比較長的時
間，是造成勞資雙方、勞資關係不和
諧的其中一個原因，特區政府願意迎
難而上，將這些問題拿出來討論，希
望勞資雙方都能夠以大局為重，本着
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互諒互讓。
「到最後、到最後我們能不能夠做得
成，如果做得成的話，會不會引起社
會很多紛爭，我們要付出一些金錢以
外、財政以外的代價等等，就視乎勞
資雙方的態度。不單是立場的問題，
還有態度的問題。」

「老、大、難」問題處理需時
工黨主席李卓人聲稱，梁振英在標

準工時立法上「一直拖延」，有關報
告要待明年3月才出台，即不可能在其
任期屆滿前完成立法，質疑他是否要
藉此「博」連任。梁振英回應指，對
沖機制及標準工時立法等均屬「老、
大、難」問題，需要時間處理，特區
政府沒有拖延，標準工時委員會已承
諾明年第一季向政府提交報告，「我
們沒有叫委員會去放慢腳步來做，反
而我們希望他們能夠盡快能夠拿一個
報告出來，因為這個標準工時的問題
是香港另外一個破天荒的舉措。」

盼各方少講立場勿陰謀論
梁振英強調，「在這個爭議性比較

大的問題上，如果我們能夠凝聚社會
共識，多些實事求是討論問題，少一
些立場性或陰謀論的言論的話，凝聚
了社會共識之後，無論將來哪一位當
立法會議員，或者哪一位當行政長
官，哪一個組成我們這個政府，我相
信有了社會共識之後，我們會繼續向
前走。至於在餘下的任期，無論是立
法會也好，或行政長官、我們本屆政
府的任期也好，都希望大家在這些社
會那麼關心的問題上，大家都能夠提
高效率，不失時機做好議事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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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 加快處理冀減濫用 檢討公院人手 擬增學額留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面對香

港人口老化，香港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持
續增加，醫護人手短缺的問題受到社會
關注。特首梁振英昨日透露，特區政府
將透過委員會全面檢討公立醫院醫護人
手問題，將由食衛局局長高永文帶領委
員會作全面研究，考慮增加醫護培訓的
學額、善用外來人才及改善服務條件挽
留人才，應對現時及未來的醫護需求。

陳鑑林倡速引入「外援」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昨日在立法

會特首答問會上提出，近期公立醫院的
醫療事故增多，部分可能是人為出錯，
關注香港醫護人手短缺的問題。他又認
為，外來醫護人員來港執業，審批的進
度及數量未能解決人手不足，建議特區
政府跟醫委會商討應對未來醫護人員的
人力需求，加快引入海外醫生及增加醫
護人員的培訓工作，並建議調整醫委會

的組成架構，引入更多業外人士，以吸
納社會各界對醫護服務管理的意見。
梁振英在回應時指，本港人口上升及

人口老化趨勢增加了對醫療服務的需
求，不少公共醫院出現人手不足問題，
「我去公立醫院探人時，都見到確實在
公立醫院裡醫護人員工作量是十分十分
大，很多時更是超負荷。」
他承諾，會透過委員會全面檢討醫護

人手問題。高永文會帶領醫護人力規劃
和專業發展策略的檢討督導委員會，研
究增加醫護培訓的學額、善用外來人
才、加強招聘人手、改善服務條件挽留
人才、增加在職培訓機會等等，希望能
夠多管齊下，應對現時及未來的醫護需
求。
對陳鑑林改革醫務委員會的建議，梁

振英回應指，會先檢視如何善用外來的
醫療人才，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再考
慮醫委會的組成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入境處
的免遣返聲請制度近年被指遭濫用，最新接獲
的個案更比上年度增加2.5倍，積壓個案更有
逾萬宗。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當局已統一審
核機制，自己也與部分國家的駐港總領事就此
溝通，又不希望任何人濫用香港的善意。
在昨日立法會特首答問會上，民建聯議員葉
國謙指出，免遣返聲稱個案目前已積壓近1萬
多宗，單是7月和8月，當局已分別收到了
400多宗有關的申請。申請人並非真正的難
民，只是為了找一些更好的工作，改善他們的
生活，有人甚至留下來當黑工，甚至是犯案，
引起不少治安問題。他關注當局會否堵塞濫用
免遣返聲請的情況，如設定申請時限及法律支
援上限等。

已與部分國家駐港領事溝通
梁振英在回應時指出，當局已統一審核機
制，在去年3月開始實施，保安局其後也提
出了幾項行政措施，包括提早安排審核會

面、為申請人提供文件冊等，估計每宗申請
處理時間由25個星期減至15個星期。他又指
自己也與部分國家的駐港總領事提及有關情
況，希望在執行免遣返聲請及遣返過程中得
到配合。
他強調，特區政府和保安局十分重視這個問

題，「我們不想任何人濫用香港的善意……一
些濫用的情況，我們必須縮短處理時間和盡快
遣返。」

葉國謙質疑反對派鼓勵濫用
葉國謙在追問時提到，有報道顯示「個別法

律界人士」熱衷幫忙申請酷刑聲請者，而大部
分個案都申請法援，質疑現時的法援制度會否
鼓勵申請人使用，增加公帑負擔。梁振英說不
排除有濫用情況，會與法援署跟進，確保法援
服務、香港納稅人的錢不會在酷刑聲請和其他
問題上被濫用。
翻查資料，葉國謙口中所指的「個別法律界

人士」，或許包括身為律師的民主黨議員何俊

仁。2008年6月，120多名尋求庇護的南亞裔
人士因不滿被拘留，在羈留中心絕食抗議，獲
時任民主黨主席的何俊仁高調探望，力撐他們
申請保釋。

何俊仁曾倡准滯留難民求職
今年6月，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難

民、申請酷刑聲請者及尋求庇護者的福利事
宜，何俊仁在會上聲稱，滯留難民最大問題在
於不可以工作，「同坐監沒有分別」，希望當
局放寬他們的工作限制。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胡德英指出，難民在香港沒有工作的權利，
但如果難民需要可以提出申請，當局將酌情考
慮。
同樣是今年6月，一名來自印度的申請酷刑

聲請者涉嫌販毒被捕。何俊仁回覆傳媒時聲
言，申請人在港犯案不會影響其申請結果，但
案底會影響他們日後能否申請成為港人，又稱
申請人不能工作，因此當中不少人鋌而走險犯
案。

矢志不渝依法施政 促反對派勿搞對立

■特首梁振英昨強調，特區政府是矢志不渝地根據香港基本法施政。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