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記家委會27招獻財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鄭治

祖）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昨日舉行新春團

拜，行政長官梁振英應邀出席。總會主

席、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在致辭後，特

別感謝梁振英4年半來的貢獻，又表示

希望梁振英能在中央層面繼續為港人服

務。梁振英其後致辭表示，衷心感謝陳

永棋對他的誇獎、期許和鞭策，他一定

會繼續努力、不斷努力，為香港和為國

家的共同發展繼續奮鬥。
陳永棋致辭時指，新一屆特首選舉

的提名期已經展開，認為行政長
官肩負着向中央和香港負責的重大使
命，及帶領香港再創明天的艱巨任

務，故需要一個才德兼備、具有豐富
行政經驗、熟悉公務員運作的從政者
出任。他希望愛國愛港的選委能夠堅
持原則，為香港選出一位真正為香港
廣大市民謀福祉的新特首。

4年半來鞠躬盡瘁 創港新局面
陳永棋致辭後突然脫稿，表示感謝

梁振英4年半來鞠躬盡瘁，展開了抱
負，為香港做了很多工作，開創香港
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成績有目共睹。
他又指，希望梁振英能夠在中央層面
繼續為港人服務。
其後，被問及外界盛傳梁振英有機

會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陳永棋指自

己沒收到消息，只是從報章得知，但
認為梁振英做政協副主席是當之無
愧，又指中央與香港利益一致，都是
為香港和國家好。對梁振英宣佈不競
逐連任，陳永棋指尊重梁振英的個人
意願，重申他是真心為香港做事，他
的政績將來會得到市民的認同。
另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
榮譽會長鄭耀棠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
示，若梁振英真的擔任全國政協副主
席，證明中央絕對肯定梁振英的工
作，並彰顯他過去5年所付出的努力。
他認為，即使梁振英在出任行政長官
期間，擔任政協副主席，並無問題，
因法例並無指出兩者不可並存。

陳永棋感謝CY貢獻
冀中央層面續服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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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選委顧全大局 挫敗「泛民」「造王」圖謀

今次特首選舉形勢極為複雜。與過往
的幾任特首選舉不同，「泛民」今次的
策略部署被認為「更成熟、更具實質性
的殺傷力」，以至有些人擔心難以順利
選出特首人選甚至會出現「流選」困
局。

「泛民」選舉策略作出重大調整
概括而言，「泛民」的選舉策略有三
方面的顯著特點：
第一，「泛民」一改過往消極被動對

待選舉委員會選舉的態度，以前所未有
的姿態全力出擊，不僅派出大批候選人

出選，而且有效協調「民主300+」的出選
名單，取得300多張選票，約佔全體選委
票的27%，比上一屆多了100多個席位，
以至對特首選舉的影響力較以往大增。
第二，「泛民」今次不派人參選，而

是力圖在建制派參選人中尋找「代理
人」。「泛民」過往派人參選特首，直
接表達訴求，挑戰建制派候選人，2005
年有李永達、2008年有梁家傑、2012
年有何俊仁。「泛民」今次卻反其道而
行之，合力阻止「泛民」人士參選，並
開出條件選擇支持能夠代表他們利益的
建制派參選人，包括要求參選人承諾在

推翻全國人大「8．31」決定的前提下
啟動政改。「泛民」的這種調整被認為
「更加成熟、更具有實效性」。
第三，「泛民」選委過往基本上不會

提名建制派參選人，但今次卻公開宣佈
提名保送曾俊華「入閘」。根據《行政
長官選舉條例》規定，特首選舉採取
「絕對多數當選制」，即只有獲得超過
600張有效選票的候選人才能當選。
「泛民」為曾俊華充當提名的「關鍵角
色」，無非是想利用「泛民」掌握的
「關鍵少數票」「造王」；如果「造
王」不成，也盡可能造成難以順利選出

特首的困局。「泛民」的這種安排被認
為更具「殺傷力」。

「泛民」主流選定曾胡排斥長毛
不管曾、胡是否有此初衷，也無論

曾、胡是否心甘情願，「泛民」已經選
定二人作為自己的代表。以下三方面的
事實清楚說明了這個結論：
第一，依靠「泛民」主流派的選委

「保送入閘」。曾、胡在建制派選委中
的認受性很低，從中所能得到的提名很
少，「入閘」要靠「泛民」。「泛民」
的兩大政黨民主黨和公民黨已公開宣佈
分別牽頭提名曾、胡。如果是建制派參
選人，爭取一定數量的「泛民」選委提
名以顯示支持基礎的廣泛性，這可以理
解，但應該是以建制派選委的提名為
主。然而，如果提名以「泛民」選委為
主，其所代表的只能是「泛民」主流
派，又怎麼能稱為建制派的參選人？
第二，競選政綱和政治主張也在盡可

能遷就「泛民」的要求。以政改為例，
「泛民」開出一個重要條件是啟動政改
必須拋開人大「8．31」決定，曾、胡
則在政綱的政改部分中隻字不提人大
「8．31」決定，並向「泛民」承諾
「沒前設下重啟政改」。
第三，「泛民」主流派強烈排斥「長

毛」。當「泛民」激
進派的梁國雄宣佈參
選之後，「泛民」主
流派大興「討伐之
師」，不僅指責「長
毛」攪局，不自量
力，而且更加明確表
示不會給他提名，要
「保送」曾、胡「入閘」。如果「泛
民」主流派不是選擇曾、胡作為自己的
利益代表，怎麼會不怕付出政治代價捨
棄打正「泛民」旗號的梁國雄而「挺曾
胡」？

建制派選委顧全大局是關鍵
比較而言，「泛民」雖然取得300多

個選委席位，但建制派仍然有800多名
選委，只要建制派選委能夠集中選票，
就可以順利選出特首人選。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規定，倘

若特首選舉第一輪投票沒有候選人取得
至少601票，將於當日下午進行第二輪
投票；若第二輪投票仍沒有候選人取得
超過 601 張有效選票，選舉會被終
止，就會出現所謂「流選」的結果。建
制派選委需認清形勢，以大局為重，集
中票源，在第一輪投票中順利選出中央
信任和港人擁護的特首人選。

今次特首選舉開始出現的四位參選人，都被稱為「建制派參選人」，是建制派的內部競爭。然

而，隨着競選過程的展開，越來越讓人清楚看到，這四位參選人並非都是建制派的代表，其中兩位

男士無論是否心甘情願，實際上已經被選擇作為「泛民」的代表。這不僅是因為給他們提名的選委

主要來自「泛民」陣營，而且他們的競選政綱和政治主張也在盡可能遷就「泛民」的要求。「泛

民」主流派在今次特首選舉中作出了重大的策略調整，由過去派人參選，改為在有建制背景的參選

人中尋找「代理人」。「泛民」主流派終於如願以償，曾、胡已被他們選定作為自己的代表。即使

梁國雄以「泛民」激進派的身份宣佈參選，也即刻遭到「泛民」主流派的強烈排斥。應該看到的

是，「泛民」雖然取得300多個選委席位，但建制派仍然有800多名選委，完全可以掌控大局。今次

特首選舉已經不是5年前建制派內部的「唐梁之爭」，而已經變成建制派與「泛民」的政治較量。建

制派選委需認清形勢，以大局為重，集中票源，在第一輪投票中順利選出中央信任和港人擁護的特

首人選。

梁亮勝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客屬總會主席

查倒插旗爭年內完成
蟲泰拒出席作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熱血公民」
立法會議員鄭松泰（蟲泰）去年在立法會會議期
間，將建制派議員桌上的五星旗及區旗倒轉，調
查有關事件的委員會昨早召開首次會議。委員會
主席梁美芬於會後透露，會爭取在一年內完成調
查及撰寫報告。為使調查工作順暢及配合預期效
果，委員會將積極尋找相關資料，包括翻看當天
的閉路電視錄影帶、搜集有關法律等，並希望鄭
松泰及當日在會議廳的議員同事願意出席作供。
不過，鄭松泰已表明不會出席相關會議，聲稱自
己「忙於為市民服務」，不會浪費時間在「政治
批鬥事情」上云云。
梁美芬表示，早上的會議通過委員會的調查方

式及程序，惟調查範圍尚有少許內容需要作出修
改，但基本原則仍然會按謝偉俊所提出的動議內
容進行，即是「鄭松泰於去年10月19日立法會
大會，趁建制派離場製造流會時，將建制派放在
桌上的小型國旗和區旗倒轉，公開及故意作出羞
辱國旗及區旗行為，屬行為不檢；行為違反了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宣誓及聲明條例》：『擁
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立法會誓言」。

倘鄭拒交資料 無礙調查進度
梁美芬又透露，委員會將會參照2010年調查
時任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甘乃威被指行為不檢一事
的調查方式，稍後亦會邀請動議譴責鄭松泰的建
制派議員，及鄭松泰本人提供進一步書面資料。
她指出，即使鄭松泰拒絕提交資料，也不會影響
委員會的調查進度，因為委員會將翻看當天的閉
路電視錄影帶，及搜集有關法律，包括香港基本
法、國旗法等資料以助調查。
梁美芬還表示，委員會亦會邀請提出動議人謝偉

俊，和其餘4名參與聯署的議員，包括蔣麗芸、廖
長江、鍾國斌，及受調查的鄭松泰提供書面資料作
參考。根據議事規則，有關會議以閉門形式進行，
但會去信鄭松泰了解其意見，若鄭松泰要求進行公
開聆訊的話，委員會將會考慮以公開會議形式進行。
由於有關內容不太複雜，希望能夠爭取在一年內完
成調查，及撰寫報告的工作。
雖然倒置國旗和區旗事件引起廣泛批評，但鄭

松泰一於懶理，稱聲不會出席有關會議，並聲言
自己「忙於為市民服務」，不會浪費時間在「政
治批鬥事情」上云云。

提供財政支援

■寬免2017/18年度全年差餉，每戶每
季上限2,500元。

■寬減75%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
限2萬元。

■寬免公屋租金一個月。

■額外發放一個月高齡津貼、長者生活
津貼及傷殘津貼。

■提供電費補貼，每戶1,800元。

■退還住宅單位業主全年地租，上限4,800元。

提高及增設免稅額

■將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提高至4.3萬元。

■將供養父母或祖父母免稅額提高至5萬元。

■設立子女教育開支扣稅額，上限5萬元。

■將傷殘受養人免稅額提高至7.6萬元，並
把受惠範圍擴闊至傷殘及長期病患受養
人。

■設立聘請外傭開支扣稅額。

資料來源︰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

整理︰歐陽文倩

民建聯家委會部分建議

■陳永棋 彭子文 攝

「思籌知路」網收料建言獻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前立法

會建築、測量、都巿規劃界議員謝偉
銓，昨日牽頭創辦智庫平台「思籌知
路」，定期發表議題供大眾討論，希望
透過網絡平台集思廣益，並集成報告供
政府施政參考。謝偉銓強調，成立智庫
並非為任何特首參選人做事，又指自己
暫無計劃提名任何特首參選人。
「思籌知路」昨日舉行成立典禮，立
法會議員廖長江、陳健波、梁美芬、葛

珮帆、姚思榮與陳振英，廠商會會長李
秀恒及測量師學會前會長劉振江等到場
支持。創辦人謝偉銓表示，近年香港社
會矛盾日益尖銳，出現各走極端及社會
撕裂，非但未能解決問題，更影響香港
的民生發展，虛耗時間和資源。

謝偉銓籲港人聚焦做實事
他認為，港人應集中精力做實事，但
過去社會呈現非黑即白、非友即敵的狀

態，單靠一個人力量有限，因此與多名
關心社會人士成立「思籌知路」，希望
透過網絡平台集思廣益，並邀得極地科
學工作者李樂詩、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
胡曉明等人組成7人「智賢團」，共同推
動「思籌知路」工作，將定期發表議題
供大眾討論，並集成報告供政府施政參
考。
本身是選委的謝偉銓否認成立智庫是

為特首參選人站台，聲稱「不會為誰做
事」，只希望為香港做實事。他透露，
已見過4名主要參選人，但暫未有計劃提

名任何人，又指未考慮參與立法會補
選，因為選舉有很多未知數，相信補選
不會很快出現。
另外，「思籌知路」將舉辦「『上車
有望』Dream City實現大賽」，參賽者
須以在100公頃土地居住10萬人口為基
礎設計新市鎮，或設計方案善用香港被
遺忘的空間，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均可參與，勝出者有機會獲得40
萬元「上車資助金」，比賽詳情將於2
月27日於「思籌知路」facebook專頁公
佈。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昨日提出9項、27點有關財政預算案的建議。 歐陽文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財
政司司長將於明天公佈財政預算案，民
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昨日就預算案提出
9大項共27點建議，包括加強支援受情
緒困擾的學生、增加精神科服務資源、
加強支援認知障礙症、支援危機及特殊
需要家庭、資助及支援本地生育、成立
家庭社會基金、提供財政支援、提高及
增設免稅額、優化免稅額制度，期望可
惠及不同家庭的需要。

加強支援情緒受困生列首項
有見近期不時出現學生自殺新聞，民
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亦將加強支援受情
緒困擾的學生列作首項建議，具體改善
措施包括增加駐校社工、加強關懷熱線
服務，及增撥資源於社交媒體發放正能
量，務求讓學生在校內可獲得深入輔導
服務、獨處時亦可透過電話紓解情緒、
在網上亦能收到珍惜生命、愛自己愛家
人的訊息。此外，就學童的特殊學習需
要，委員會亦建議加強教師培訓，並為
有關學前教育機構提供資助，盡早解決
問題。
在最近市民關注的精神科服務方面，

委員會建議增撥資源予醫療及社福機構
合作，加強外展社康服務，為離院個案
或康復者提供支援等。該委員會亦建議
增撥資源支援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加強相關專業護理培訓等。

倡設家社基金提供支援
就家庭層面，委員會則提出向育有3

歲或以下幼兒的中產及低收入家庭發放
津貼、增加託管服務；成立家庭社會基
金，以更有效地為家庭提供支援。
至於其他實質金額上的減免或安排，

委員會建議在有上限的前設下，寬免全
年差餉、75%薪俸稅、提供電費補貼、
退還地租等。另外，委員會提出寬免公
屋租金一個月、額外發放一個月高齡津
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委員會
又建議設立子女教育開支扣稅額及聘請
外傭開支扣稅額，及優化稅制安排，准
許兄弟姊妹攤分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的免稅額等。
委員會期望，雖然明日是今屆政府最

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亦希望這是一份有
為的預算案，在「庫房水浸」時可適量
還富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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