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年來立會首致謝施政報告
反對派多人投贊成票 張建宗盼續互諒互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昨日完成一連3天辯論施政報

告致謝議案，最終分別在功能界別

27票贊成，4票反對；地區直選16

票贊成，11票反對的情況下，大比

數獲得通過，是9年來首次有施政

報告獲立法會致謝。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對致謝議案獲大比數通過感到

欣慰，並形容過去3天的立法會辯

論氣氛祥和，會議運作暢順，認為

是好的開始，希望日後可在建立互

諒互讓情況下，推進一連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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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然重啟政改恐激化矛盾

投票情況
功能界別（出席：32人*）
贊成（27人）：
石禮謙、張宇人、李國麟、林健鋒、黃定光、李慧琼、
陳健波、何俊賢、易志明、姚思榮、馬逢國、梁繼昌、
葉建源、張華峰、廖長江、潘兆平、盧偉國、鍾國斌、
吳永嘉、何啟明、周浩鼎、邵家輝、陳沛然、陳振英、
陸頌雄、劉國勳、劉業強

反對（4人）：
涂謹申、梁耀忠、郭榮鏗、鄺俊宇

地區直選（出席：27人）
贊成（16人）：
陳克勤、梁美芬、黃國健、葉劉淑儀、謝偉俊、田北辰、
陳恒鑌、梁志祥、麥美娟、葛珮帆、蔣麗芸、郭偉强、
何君堯、柯創盛、張國鈞、容海恩

反對（11人）：
毛孟靜、楊岳橋、尹兆堅、朱凱廸、陳淑莊、鄭松泰、
胡志偉、陳志全、郭家麒、張超雄、許智峯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按慣例不投票
資料來源：立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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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雙學三
丑」被法院改判即時入獄6個月至8個月，反
對派及外國傳媒聲言這是「政治檢控」云云。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強調，香港的司法程
序，包括整個刑期覆核程序，均受法律所規
管，絕不滲入任何政治因素，又強調社會對法
院的判決或理據，絕對有權利及自由選擇同意
與否，但不應因不同意司法程序的結果，就在
完全沒有客觀事實根據的情況下，動輒武斷地
聲稱司法程序受「政治因素影響」。
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最後一個討論的範疇是

「優化管治、簡政放權」。袁國強在立法會總
結發言時強調，今屆特區政府將會一如以往繼
續堅守法治精神，雖然律政司未來的工作充滿
挑戰，部分工作（包括司法覆核及刑事檢控等
工作）甚至會具爭議性，但律政司全體人員仍
然會以堅守法治為最終、最基本、最重要的工
作方針。

自由權利非全無限制
他提到有反對派議員在會上提及有關「雙學

三丑」的刑期覆核案，表示有關案件將會進行
上訴，故自己不適宜、亦不會評論上訴的具體
事宜，但認為有必要澄清相關原則，及社會上
流傳的某些錯誤觀點。
袁國強首先強調，特區政府絕對尊重香港人

的言論、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和權利，但
如法庭在不同的判詞、判決中清楚指出，這些
自由和權利並非絕對、亦不是全無限制，而是
要受法律的監管，「在一個尊重法治的社會，
行使自由和權利時必須同時尊重法律。」
他續說，香港的司法程序，包括刑期覆核整

個程序，是受法律所規管，絕不滲入任何政治
因素，「無論是申請的理據、法庭可否接納覆
核申請，以至控方在庭上的陳詞，完全只限於
法律原則和相關證據。整個過程不會滲入政治
因素，而最終的結果，是由法庭經過公開的聆
訊過程後獨立地作出決定。而法官判決的理據
亦可清清楚楚地從書面判詞中看到。」

勿武斷指裁決受影響
袁國強強調，社會對法院的判決或理據絕對有權利及自由

選擇同意與否，「即使在法律界（包括法官）對一個法律議
題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呼籲大家不應因不同意司法程
序的結果，便在完全沒有客觀事實根據的情況下，動輒、很
武斷地認為司法程序受政治因素所影響。
他表明，絕不認同有個別議員用「政治犯」去形容相關的
當事人，或者用「政治檢控」去形容相關的司法程序，甚至
有個別議員不負責任地用「假公義」、「黑法治」去形容香
港現時的法治情況。
袁國強最後重申，特區政府在維護法治方面確實責無旁

貸，亦會全力以赴，但認為維護和尊重法治亦同時是每一個
香港人的責任，「而部分人士因為種種原因，將法治政治
化，只會對香港的法治帶來負面的影響。」

立法會一連3天花了31小時5分鐘，合
共有63位議員發言，分別辯論涉及

「多元經濟」、「優質教育、人力培訓及與
青年同行」、「改善民生」、「宜居城
市」、「優化管治、簡政放權」5部分的施
政報告致謝議案。
立法會昨日先進行致謝議案有關「宜居
城市」、「優化管治、簡政放權」的辯論，
反對派繼續「停火」，未有再密集式點人
數，或用議事規則拖延會議時間。
張建宗在總結發言時表示，特區政府將
會繼續着重「聆聽」、「關懷」、「行
動」，務求讓施政更貼近民心，急民之所
急，過程中也會重視「創新」、「互動」和
「協作」，以進取的態度為香港作投資，為
市民解困，並會以認真、務實、謙卑的態
度，致力跟進及落實施政報告內的各項措
施，為香港的未來建立新起點，推動香港這
個亞洲大都會向前邁進，為廣大市民，尤其
青年人，帶來希望，為經濟及社會注入新動
力、正能量。
張建宗發言後，立法會先後表決反對派
議員胡志偉、張超雄、梁耀忠、尹兆堅及郭
家麒的修正案，全部不獲通過。由民建聯主
席李慧琼提出的原致謝議案隨後付諸表決，

最終分別在功能界別27票贊成，4票反對；
地區直選16票贊成，11票反對的情況下，
大比數通過，為過去9年來首次。

教界讚政策對教育有幫助
除建制派議員外，屬於反對派的會計界

梁繼昌、教育界葉建源、衛生服務界李國麟
亦罕見地投下贊成票。葉建源解釋，林鄭月
娥推出的措施對香港教育有幫助，而教協會
員對此評價正面，「林鄭月娥在她上任之
初，對教師編制、學生津貼，及一些關於大
專的措施都對教育界有切實幫助。」因此，
他「是其是、非其非」，投下了贊成票。

氣氛祥和暢順 盼是好開始
張建宗會後感謝議員通過致謝動議，希

望這是一個好的開始，「獲大比數通過，我
們是欣慰的，但我們一定會繼續保持誠懇、
謙卑及務實的態度，與立法會加強聯繫，特
別是那251項新措施。我們未來工作相當
重要，工作量很大，但我們會一直爭取時
間，盡快落實一些利民惠民、方便營商，所
有措施希望落實到。過去這3日辯論氣氛，
整體是祥和的，運作是暢順，多謝議員大家
好合作，希望這是好的開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過去一直將社會撕裂歸咎到政改
問題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
權昨日強調，在未有適當的社會氛圍
下，貿然重啟政改只會激化矛盾，事
倍功半。他重申，普選特首和立法會
全部議員，是香港基本法訂下的最終
目標，特區政府將會盡最大努力，在
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
31」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
會氛圍，並希望議員未來可增加與中
央政府的溝通和內地發展的認識。
多名反對派議員昨日在施政報告致
謝議案最後一項為「優化管治、簡政
放權」的討論上，要求特區政府重啟

政改。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聲稱，「一
國兩制」、高度自治有所「變質」，
是導致社會撕裂和市民對政府不信任
的根源，又聲言政府沒有決心「突
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框架
重啟政改，解決香港社會撕裂的核心
問題云云。

李慧琼：「突破」框架不可行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反駁：「如果一

家人反咗面，要修補關係就要求同存
異，雙方盡量避免刺激大家，盡量做
一些大家開心、接受的事，待氣氛緩
和才將難題放上枱。」
她認為今屆特區政府在首份施政報告

中「小談政治，多做有共識的事」，已為
修補關係踏出重要一步，又質疑反對派
要求林鄭月娥說服中央「突破」「8．
31」框架給予港人普選並不可行。
聶德權在總結發言時表示，由普選

產生特首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是香港
基本法訂下的最終目標，「正如行政
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特區政府絕
對明白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對普選
的訴求。」

聶德權：盼議員與中央增溝通
不過，特區政府絕不能罔顧現實、

不能輕視這個議題的複雜性和爭議
性，亦不能無視政改爭議對社會帶來
的負面影響，「恐怕在未有適當的社
會氛圍下，貿然重啟政改只會激化矛
盾，事倍功半，不但未能夠達到胡
（志偉）議員所期望的解決社會矛

盾，反而令社會的撕裂更加嚴重。」
他強調，特區政府會盡最大努力，

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
．31」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
社會氛圍，並希望繼續積極與不同議
員溝通，亦希望議員能夠增加與中央
政府的溝通，全面了解中央和特區在
「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下的關
係，增加對內地發展的了解和認識。
聶德權又批評楊岳橋將中央的全面

管治權和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對立起
來。他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
的報告中指，「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
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
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
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
形、不走樣」，反映了中央政府貫徹
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

■立法會一連3天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最終在昨日獲大比數通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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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社

截至9月底的最新數字顯示，公屋輪候冊
申請宗數突破28萬宗，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表
示，覓地建屋刻不容緩，如有拖延雖然對短
期未必有影響，五六年後房屋供應會受到影
響，市場對樓市的期望亦會立即有影響。與
此同時，中原樓價指數本周升2%，升幅為
14個月最大。土地供應不足，負面影響越來
越大，甚或成為影響香港發展、社會和諧的
重大隱患。事實上，本港並非無地，而是缺
乏開發土地的共識和決心。雖然土地、房屋
問題牽涉多方利益，開發土地面臨重重挑
戰，政府務必以市民福祉為依歸，凝聚廣泛
民意支持，以最大魄力盡量覓更多的地建
屋。社會各界更應支持政府突破掣肘，努力
覓地建屋，造福市民。

房委會昨天公佈，第三季末的公屋申請宗
數較上季增加2,300宗，一般申請者的平均
輪候時間為4.6年，略短於6月時的4.7年。
不過房委會解釋，這主要是數據四捨五入的
結果，不代表平均輪候時間已開始回落。數
據顯示，本年度有2萬6千個單位可供編配予
公屋申請者，但下年度估計僅得1萬8千個，
加上現時輪候個案並無減少，所以未來1年
輪候時間很可能會反彈。未來即使找到適合
建屋的土地後，亦需時處理一系列流程，覓
地建屋不容拖延。同時，私人住宅價格不斷
飆升，市民對公屋、資助房屋的需求更殷
切，但由於落成量有限，公屋「3年上樓」
的目標恐難以達標，其他資助性房屋面對基

層市民住屋需要更是杯水車薪。樓價居高不
下，市民尤其是年輕人置業難，公屋輪候時
間越來越長，市民居住面積越來越迷你，怨
氣也越來越膨脹，房屋問題成為困擾香港的
深層次矛盾之一。

香港需要更多土地興建房屋，這個道理大
家都明白。但覓地牽涉錯綜複雜的利益，平
衡各方並不容易。例如開闢綠化地、郊野公
園邊陲和填海等較便利的途徑，可開發大規
模土地，但在環保團體的阻撓下，成為碰都
不能碰的禁區；早年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遭拉
布狙擊，土地改劃則遭人以司法覆核阻延。
拖慢土地供應，必然減少房屋供應，增加樓
價和租金的上升壓力，受苦的是普羅大眾。
政府曾表示本港未來需要6000公頃的土地作
發展，而現時已有4800多公頃，離目標仍差
1200多公頃。目前的土地儲備只能應付到未
來5、6年建屋之需，之後則是未知數。

缺乏土地是房屋問題的癥結所在，但實際
上香港並不缺乏土地。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
表示，本港現時僅約有7%的土地為住宅用
地，但有66%的土地正在曬太陽。如何開發
利用土地，做好土地規劃，政府責無旁貸。
政府應勇於面對各種詰難，盡力凝聚民意支
持，拿出魄力來化解這一困擾香港多年的頑
疾。社會各界應認同這一大方向，從香港整
體利益出發，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每一寸土
地，為港人謀福。

（相關新聞刊A11版）

覓地建屋刻不容緩 政府需有決心魄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赴越南峴港出席亞太經

合組織（APEC）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習主
席在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發表主旨演講，指出亞太區
是全球經濟的最大板塊，亦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
主要引擎，各方要把握機遇，果斷應對。習主席還
預期在未來15年，中國將進口兩萬四千億美元的商
品、吸收兩萬億美元直接境外投資、對外投資總額
亦將達兩萬億美元。這些龐大的經貿及投資將為亞
太經濟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為共建亞太命運共同
體注入新動力。香港作為亞太地區重要的經濟體之
一，如能及時抓住並利用好這些機遇，將可為國家
發展作出新貢獻的同時，亦為自身的繁榮穩定奠定
更為堅實的基礎。

為期兩天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昨日開始在越南峴港舉行。會議將就深
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亞太自由貿易區、加強
地區互聯互通等方面開展務實討論。在2013年的
APEC巴厘島會議上，中國提出構建「亞太命運
共同體」的路線圖。2014年習主席在APEC北京
會議上提出「共築亞太夢想」的藍圖；三年來，
亞太成員共同批准亞太自貿區路線圖，如期完成
集體戰略研究，繼續推進落實互聯互通藍圖……
中國方案不斷催生發展新動力，中國又好又快發
展不斷惠及亞太地區人民，共建亞太命運共同體
的步伐正在不斷向前。而今年在鄰國越南舉行
APEC，適逢中共十九大勝利閉幕後不久，這是
十九大後中國領導人首次出席國際多邊會議，無
疑具有重要意義。

中共十九大上，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新時代」外交
思想廣受關注，「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成為新時代十四項基本方略之一。近年來，世界經
濟增長動能不足，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現象有
所抬頭，國際間共同應對挑戰、加強經濟治理的呼
聲不斷增大，而在這個重要時期，今年的APEC會
議就更令人矚目和期待，習主席在昨天的會議上描
繪出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徑和方向，他強調中國改革
的領域將更廣、舉措將更多、力度將更強，將會實
施高水平的貿易，以及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政
策，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
等，凡是在中國境內註冊的企業，政府都會一視同
仁、平等對待。習主席還表示，中國將推動建設亞
太自由貿易區，構建面向全球的自貿區網絡。從習
主席這些講話之中，世人將可以充分看到中國的全
球經濟治理觀正進一步付諸行動，再從經濟治理，
推及其他各項問題治理，惠及亞太和全球。很顯
然，中國正通過共建亞太命運共同體，打造更包容
開放的亞太經濟體，為促進全球經濟體系向着更加
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而貢獻出中國道路和中國
方案。

當今的亞太是一個多元的大家庭，各經濟體之間
相互聯繫和依存日益加深。香港作為其中一個經濟
體成員，應抓住國家促進亞太經濟發展的策略，充
分發揮其區內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的優
勢，運用好香港的現代專業服務業，為國家龐大的
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及對外投資，提供一流的服
務，這樣就能夠利用好這些機遇，為香港經濟增長
帶來充沛而長久的動力。

中國將為亞太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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