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佔中三丑」之一戴耀

廷，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中策動

所謂的「雷動計劃」，通過即

時發放「民調」去操控選舉。

為堵塞有人利用現行法例的漏

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近日向

立法會提交文件，提出規管在

「禁止拉票區」外進行的調

查，禁止調查機構在選舉結束

前公佈調查結果及預測，和設

立選舉冷靜期等建議。立法會

建制派議員指出，有人在剛過

去的立法會選舉中企圖通過所

謂「民調」影響選民投票意

向，為維持選舉的公平公正，

他們傾向支持當局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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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禮賓府會見了訪港的美國麻
省理工學院（MIT）校長Rafael Reif。梁振英在
facebook中表示，「MIT在香港成立了該校在美
國本土以外第一個的創新中心（Innovation
Node）。這將有助推動香港的創科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選舉
將於明年3月舉行，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昨
日表示，下屆特首應該重視經濟和民生範
疇，及可以在尋求連任時才再重啟政改。
唐英年昨日在與傳媒會面時表明不會考

慮參選特首，並表示自己對新一任特首參
選人的三個期望。他首先希望下屆特區政
府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如爭取香港成為亞
投行的財資中心，讓香港扮演國際調解中
心的角色，推動人民幣業務和文化產業的
發展等。

籲引入失業保險增勞工假
民生方面，他認同現屆特首梁振英及政

府的房屋土地政策，包括發展新界的棕地
以增加房屋供應等，應該延續至下屆特區

政府，又建議未來成立政府公積金制度及引入失業保
險，和增加勞工假期，以回應市民的訴求。
政制方面，唐英年坦言，港人對民主有渴求，希望
有更大的「話事權」，即使是「有『篩選』後的普
選，都有好過無」。但他認為，重啟政改需要花費很
多精力和時間，而目前的社會環境不利於重啟政改，
故建議特首參選人應表明在首屆任期要先爭取香港開
拓經濟能量，在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時，即在再下一屆
政府才重啟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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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
旦）為咗「造王」，壹傳媒集
團可以去到幾盡？《蘋果日
報》日前報道，被指有意參與
明年特首選舉的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頻頻拜會手握選委
票、兼具影響力的政商界城中
超級富豪及財團『大孖沙』，
疑似提早秘密拉票」，而「密
會」者更包括特區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馬道立（見圖）。昨日
出版的最新一期的《壹週刊》也刊出相近的報道，更稱馬
道立是曾俊華的「支持者」。司法機構發表聲明，澄清馬
道立並沒有如有關報道所指，與曾俊華會面。馬道立也表
明，身為特區終院首席法官，他政治中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保在立法會議員就職宣
誓儀式上瀆誓的梁國雄、羅冠聰、劉小麗、姚松炎4人的
議員資格，反對派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民陣」無視有關
的司法覆核申請已進入司法程序，昨日公然向參與明年行
政長官選舉人施壓，稱會在周六日（17日及18日）擺街
站，及通過明年的「元旦大遊行」，要求一眾疑似特首參
選人承諾一旦當選，就撤回有關的司法覆核申請。
「民陣」發言人、民主黨區諾軒在記者會上聲稱，「民

陣」將與部分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政黨及民間團體在周六
及周日，分別在銅鑼灣東角道和旺角西洋菜街聯合擺街
站，又會在明年1月1日舉行「主權在民 元旦大遊行」，
要求各疑似特首參選人就特區政府司法覆核4名議員資格
表態，同時要求他們撤回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
重啟政改、落實「真普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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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財爺「密會」馬道立
壹傳媒作嘢被踢爆

促撤申覆核4議員
「民陣」向候選人施壓

戴丑「雷動」號召「策略投票」涉違法
戴耀廷在立法會選舉期間策劃「雷動計劃」，在
網上進行民調，更在選舉投票當日公佈結果及預
測，號召支持者「策略投票」，最終令多名瀕臨出
局邊緣的反對派候選人「獲救」，各界狠批戴耀廷
操控選舉結果，涉嫌違法。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將於下周一會議上，討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提交的
文件。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文件中建議，立法會討論應

否規管「禁止拉票區」以外進行的調查，及禁止他
們在選舉結束前公佈調查結果和預測、評論候選人
的表現，同時會討論應否規管投票日前進行的民
調，又建議參考其他國家及地區設立「選舉冷靜
期」，禁止在投票日或之前數天拉票，又建議將個
人沒有收取款項的情況下在網上發表個人意見，不
列作選舉廣告等。

李慧琼：維護公平公正 傾向撐政府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在票站附近做民調一直

有嚴格規管，但在投票結束前不應公佈調查結果，
以免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及選舉結果。她不點名批
評「有機構」在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公佈民調結果，
企圖影響選舉結果。為維護選舉公平公正，她傾向
支持政府規管選舉當日發表的民意調查，並會仔細
研究其他民主國家及地區實施規管民調發佈的情
況。
新界西議員何君堯批評，「有人」在今年立法會
選舉期間通過所謂「雷動計劃」，以民調為名、控
制結果為實，更涉嫌在投票前勸退部分候選人，操
控選舉，如新界西的反對派議員朱凱廸就莫名其妙
地成為「票王」，故他支持特區政府增加對所謂

「民調」的規管。

姚祖輝：利選舉在公平環境下進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會長姚祖

輝支持特區政府建議檢討現行法例，規管在選舉期
間利用選舉民調進行拉票及配票，此舉有利於選舉
在公平環境下進行，也可以避免選舉結果被操控。
他續說，其他國家及地區值得香港借鑑，如法國

在每一輪選舉投票日之前一個星期及投票進行中，
不得以任何方式發表散佈或評論民意調查結果；在
德國，對選民投票內容的調查，在選舉未完之前不
得公開發表；在加拿大，任何個人或公司不得在各
選舉區投票結束時間前，在電台與電視之廣播中，
或以各種方式公佈加拿大任何選舉之投票結果或大
致結果，選前48小時內不得發佈任何有關選舉之民
意調查。
不過，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聲言，特區政府是次為
「選擇性檢討」，明顯針對反對派在立法會選舉發
起的「雷動計劃」，是在「限制某一政治板塊在選
舉期間拉票」，又稱特區政府應聚焦研究如何設立
冷靜期，而非「轉移視線」，「打擊『民主派』選
情。」

當局擬禁投票日公佈民調
倡規管禁止拉票區外調查 建制：免有人影響選民意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
新民黨昨晚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並一致通過黨主席葉劉淑儀參與
明年特首選舉。身為行政會議成
員的葉劉淑儀稱，她今日會辭去

行會職務，並於同日下午正式宣
佈參選，屆時會一併公佈政綱及
競選班底。

有信心取得150選委提名
新民黨特別會員大會有百多名

黨員出席，包括新民黨常務副主
席田北辰、立法會議員容海恩、
南區區議員陳家珮等。葉劉淑儀
在會後透露，自己的競選辦已
「準備就緒」，她今日下午會公
佈參選特首及宣佈政綱、助選團
及競選辦主任人選，班底包括前
任公務員及新民黨成員，但拒絕
透露詳情，又稱新民黨在上屆選
委會中只佔2席，但今年該黨在
選委中有24票，有信心今年可取
得最少150個選委提名。
她會逐一拜會各選委會界別，

聆聽他們的意見及爭取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行政長官梁振英前日坦
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辭職，很大程度影響了明年初的
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相關工作。正署任財政司司長
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承
認，特首施政報告中很多措施，都需要作財政上的安排
和估算，及很多經濟和財政分析要做，「一般來說，這
段時間都會很繁忙。」他強調，他和財庫局同事會全力
以赴，做好預算案以配合特首的施政報告。
梁振英日前表示，曾俊華辭職為新一份施政報告及財
政預算案的工作帶來很大程度的影響。陳家強昨日被問
及有關問題時表示，「一般來說12月中，是我們編制
預算案的程序中很繁忙的時期。因為在特首的施政報告
中，有很多措施需要作一些財政上的安排和估算，還有
很多經濟和財政分析要做。一般來說，這段時間都會很
繁忙。」

「很多數字及經濟分析仍未有」
他解釋，「預算案的編制並不只是撰寫文字，而是一個

過程，涉及數據的分析和財政上的處理……我們要看很多
數字，亦要一段時間才能見到。……很多數字及經濟分析，
我們仍未有，由現在至下一個月，即1月至2月，我們都
會做這件事。……現時大家的確是很忙的。」
陳家強強調，「編制預算案的工夫，我們庫務局的同
事當然一定會做。無論任何情況，我們都會全力以
赴。……我和我的同事一定會全力做好預算案以配合特
首的施政報告，及對經濟前景的預測。」
被問及未來一段時間現屆班子會否出現變動，他說：

「我完全會配合政府的安排。」對於他會否留任新一屆
特區政府，陳家強則指，「現在我只想處理好現時的工
作。」

陳家強：財案仍未做好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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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今辭行會宣佈政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新一份施政報告及財政
預算案將於明年初公佈，香港總商會昨日向特區政府
提交建議書，指出「政治化」正導致社會分裂，影響
經濟發展，該會促請政府將焦點集中於主要議題，包
括加強香港作為一個奉行自由貿易、適度規管和低稅
制的經濟體之競爭力，同時協助香港抓緊「一帶一路」
所創造的機遇，和更廣泛善用科技等，推動經濟發展。

提交施政報告及預案建議書
總商會主席吳天海昨日指，總商會進行的年度「商
業前景調查」顯示，該會73%受訪會員認為香港競爭
力在過去12個月有所下降，比例從2011年錄得的42%
不斷攀升。他說：「本港現時面對的主要挑戰卻由政
治及內在因素主導，換句話說，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問

題。我們的眼光變得太短淺，在嚴峻的國際競爭形勢
下，我們需要反思一下，集中精力處理重要的議題，
為香港謀求短期及長遠的福祉。」
總商會指出，不必要的規管和繁瑣的程序導致成

本上升，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帶來沉重的負擔，而
中小企佔全港企業超過98%，包括所有初創企業，
故建議特區政府在制訂政策時，進行適當的規管影
響評估，「例如當局擬對社福政策（退休保障、標
準工時、取消強積金對沖等）作出的規管干預，應
被視作一個整體的方案，而非個別的措施，以評估
它們的整體成本和效益。」

倡建平台推全面專業服務
該會又促請政府採取行動，透過消除各地政府之

間的障礙，協助香港抓緊「一帶一路」所創造的機
遇，例如促進外交關係、簽訂貿易和稅務協定、加
強商業和文化交流等，及建立一個平台，推廣全面
的專業服務、促進資本和投資流通，以及推動人民
幣國際化。
總商會又指，香港更廣泛善用科技，並建議就企

業的研發開支引入200%的「超級稅務寬免」，協助
創新科技業達到群聚效應，同時要善用金融科技，
進一步發揮此支柱行業的優勢，及採取更多措施，
確保初創企業不會因財政支援不足或過度規管而窒
礙發展。
為確保香港能吸引所需人才，並發展為知識型社

會，該會建議特區政府推出針對性的政策，吸納相
關行業及專業的海外人才，例如成立專責的政府機
構，規劃本港未來的人力資源需求。同時，政府應
容許擴大輸入勞工，並將範圍擴大至所有受人才短
缺影響的行業。

總商會籲港提競爭力抓「帶路」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稱有意參
加明年特首選舉的退休法官胡國興昨日公
佈其參選政綱。他稱，新一屆特區政府的
首要工作是「重啟政改」，包括將目前選
舉委員會的25萬合資格界別分組投票人增
加至100萬人，再逐步增至全體300萬選
民，目標是在未來15年之內達至真正的
「雙普選」，又稱在政改無共識前不應就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胡國興的競選口號為「心要正 路要正
香港重回正軌」，其政綱除政制問題外，
還涵蓋了其他14個議題，包括行政立法、
房屋、醫療及交通等。房屋方面，他建議
發展棕地，及與鄉議局和各丁權持份者商
討丁屋長遠政策，研究將丁屋變成高樓層
的發展；研究將居屋佔公營房屋的比例提
升及提供更多折扣；劃出「港人首次置
業」住宅地，出售予沒有物業的港人，轉
賣時只能讓至首次置業港人等。
他又建議落實全民退休保障，長者可毋

須經濟審查每月領取2,500元退休金，有
經濟需要者更可獲3,500元退休金；盡快
停止以強積金對沖遣散費的安排，但限於
新聘僱員和新成立的公司所聘用的僱員；
以5年時間將僱員目前每年12天法定假期
逐步增至每年17日公眾假期，又建議由政
府帶頭，將個別職級標準工時提高至每周
48小時或50小時，超時「補水」則由時薪
1.2倍開始實施，及用兩年時間觀察對勞資
雙方和各行業的影響，倘成效不彰，可立
法訂定執行機制。

狂「派」福利 未釋錢從何來
胡國興建議取消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及特首必然擔任各大學校監的
制度；將所有汽車隧道注入公營機構後上
市，由特區政府持有60%；回購西隧，調
控收費；減低港鐵長途路線收費；引入電
子道路收費，但他無具體交代「錢從何
來」。

胡國興「重啟政改」作招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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