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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政府民望 回歸後三班子最差

【本報訊 】特首梁振英不單民望瀕臨
「肥佬」，剛公佈的港大民調更顯示，梁班
子的整體民望只有 57%，低於過去兩屆政
府新上任時的民望，其中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支持度，較前任唐英年上任時要低，
而認為袁國強適合做律政司司長的市民，
更只有不足四成。林鄭昨接受電視台訪
問，一方面力撐梁在僭建醜聞中前言不對
後語，未必是誠信問題，但又揚言若特首
真的有誠信問題，她會憑良心做事，卻未
有講明會否辭職。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梁振英公佈三司
十二局名單後訪問了 536 位市民，了解市
民覺得人選是否合適。結果發現以整個班
子計，57% 巿民認為 15 名司局長平均是
「合適人選 」，這較董建華第二屆政府的
58%、以及曾蔭權時代的 66% 為低。
至於梁班子內聲望最高的林鄭月娥，
今次調查卻顯示，只有 71% 市民認為她

麥齊光
拍檔

是政務司司長合適人選，17% 認為她不合
適，支持度較唐英年上任時的民望還差，
而一直未能解決樓價高企、貧富懸殊的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有三成市民認為他不再
合適出任財政司長，比率是他於 07 年獲
委任時的一倍，民望亦較董年代的財政司
司長梁錦松低。

袁國強「最紅」包尾
至於被形容為「紅色司長 」、前廣東
省政協袁國強，是整個班子中民望最低的
官員，僅得 38% 認為他是合適人選，相
較 07 年有 85% 市民支持黃仁龍出任律政
司長，兩者民望足足相差超過一倍。
局長方面，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
的民望最高，近八成市民認為他是合適人
選。曾德成則是局長中最低民望，不足一
半人認為是合適人選。民研總監鍾庭耀認
為，以民望起步點計，梁振英班子屬三朝

中最差，施政會比以前困難。
面對新班子民望低開 ， 林鄭昨接受
幾家電視台訪問時承認，新政府開局有難
度，對於特首梁振英在僭建問題上被指說
謊，更被謔稱為「大話精 」，林鄭卻公開
護主，力撐梁未必有誠信問題：「唔能夠
話本來係一，你講咗係二，咁呢個二唔係
一，就一定係誠信問題，我認為係比較簡
化咗！」
她認為，誠信是指有意圖、有預謀去
達致一個目標，不過若將來梁振英真的被
揭誠信有問題，她會憑良心做事，但沒有
明言會辭任司長一職。
新任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接受電台訪
問時，被問三個有關他管轄範疇的兩電問
題，分別是兩電最高准許利潤百分比、現
行管制協議年期及兩電去年盈利，他僅答
對現行協議在 2018 年終止，場面非常尷
尬。

梁振英與曾蔭權班子上任民望比較

梁班子
曾班子
（適合出任比率） （適合出任比率）
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71%）
唐英年（74%）
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61%）
曾俊華（48%）
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38%）
黃仁龍（85%）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高永文（79%）
周一嶽（77%）
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72%）
李少光（89%）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72%）
張建宗（79%）
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58%）
邱騰華（5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譚志源（57%）
林瑞麟（6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陳家強（55%）
陳家強（70%）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鄧國威（54%）
俞宗怡（67%）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54%）
鄭汝樺（57%）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48%）
馬時亨（64%）
發展局局長
麥齊光（44%） 林鄭月娥（59%）
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44%）
曾德成（52%）
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42%）
孫明揚（46%）
註：紅字為民望較高
資料來源：港大民意網站

同期買上下層 互租申領房津

疑是路政署曾景文

【本報訊 】新任發展局局長麥齊光被揭發與公務員
同事互租單位，賺盡政府租津供樓，民主黨昨到廉署
舉報要求調查。
《蘋果 》調查進一步發現，當年與麥互
租單位的公務員，相信是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兩
人不但同時期買入北角城市花園的單位，更是同座樓
上、樓下同單位鄰居，後來麥更授權曾景文負責其單
位買賣事宜。麥齊光昨以涉及他人私隱為由，拒絕交
記者：黃偉駿

代詳情。

譚靜雯

齊光昨出席電台節目後，承 （曾景文），就自己直接問佢啦」。
麥齊光昨早出席電台節目時解
對方的城市花園單位，但拒絕透露 釋，在 80 年代原本領取租津租住
對方身份。《蘋果 》翻查麥單位的 城市花園一單位，後來靠積蓄購入
買賣記錄文件，發現該名公務員很 同屋苑另一個單位後，便租給一名
公務員 ， 自己則改為租住對方的
可能是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
單位，「知道有同事想住喺城市花
麥授權曾買賣單位
園，而租畀公務員，收入來源更穩
根據土地註冊處（俗稱田土廳） 定……買物業再租畀其他人，係投
記錄，麥齊光與妻子於 86 年 9 月 資行為」。
18 日，以 92.58 萬元買入城市花園
民主黨到廉署舉報
第 9 座 21 樓 E 室單位，而名為曾
景文的買家，則與一女子緊接於 9
他多次強調當年申領租津符合
月 20 日以相若價錢 92.8 萬元，購 規例，但忘記涉及多少租金，「大
入麥樓上的 22 樓 E 室單位，兩宗 約幾千蚊一個月，申請租津必須住
成交相距僅兩日。
返喺申請嘅單位內，我實際上住喺
麥齊光日前承認於 86 至 88 年 嗰度，冇違反規例 」。至於會否辭
間與同事互租單位，為期 27 個月， 職，「我按照公務員規矩做，唔覺
隨後搬入政府宿舍。他於 90 年 12 得係涉及操守問題 」。他否認掠盡
月初授權曾景文負責處理其單位的 租津，「當時係咪攞盡市值租金都
買賣，單位並於 90 年 12 月底以 唔知道，譬如話市值租金係 9,000
249 萬元賣出，麥獲利 156 萬多 蚊 ， 薪級表只能夠申請到 7 , 0 0 0
元。在麥賣樓後，曾景文於 92 年 元，唔知呢個係咪叫賺盡咗？」
7 月以 470 萬元賣出手上單位。
民主黨昨到廉政公署舉報，要
根據資料，曾景文多年來先後 求調查是否有人觸犯《防止賄賂條
在運輸署與路政署任職，而工程師 例 》。該黨指公眾有合理懷疑麥齊
出身的麥齊光也曾在路政署工作多 光和另一名公務員在互租對方單位
年。在 90 年麥齊光賣樓時，曾景 過程有否串謀協議，加上他不肯公
文是運輸署高級工程師，麥則是路 開另一名公務員的身份，做法不妥
政署高級工程師。
當，認為利用公帑補貼公務員供樓
記者昨日先後致電麥齊光與曾 不合理，建議公務員事務局檢討房
景文辦公室求證，發展局局長新聞 屋津貼規定。
秘書以事件涉及個人私隱為由，不
肯回應。路政署發言人稱，事件不
蘋果網睇片
涉公務，故不會回答，「你搵到佢
www.appledaily.com.hk

麥 認當年是與公務員同事互租

■麥齊光夫婦當年簽訂授權書，委託曾景文負責處
理其城市花園單位的買賣事宜。

互租「攞着數」
鄧國威待跟進

■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左圖）懷疑當年與麥齊光（右圖）
互租對方單位，齊齊賺盡政府租津。
陳奕釗攝

麥曾互租單位四大疑點

隨時爭拓自由行
有政界人士透露，即使
有 40 萬人 7.1 上街和爆出
僭建醜聞，中央如今仍是挺
梁，但支持到甚麼程度才換
人，現階段仍然要觀望，而
中央仍未完全信任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加上梁振英對
北京言聽計從，現階段仍未
有較梁振英更適合的人選。
不過，梁振英民望低落

資料來源：綜合麥齊光與曾景文的
樓宇買賣文件紀錄

疑點一

疑點二

疑點三

疑點四

當年兩人懷疑互
租單位的租金如
何釐定？

麥齊光當年原本
已租住城市花
園 ， 為何在買
入同屋苑另一單
位後 ， 便刻意
搬到懷疑是曾景
文的單位？

麥齊光與曾景文
為何幾乎同一時
間買入城市花園
樓上及樓下單
位？

麥齊光為何後來
授權曾景文處理
其單位買賣？

梁振英谷新措施 圖挽民心
【本報訊 】上任僅數小時，已
有 40 萬人上街轟梁振英下台，社
會「倒梁」之聲不絕。民望瀕臨「肥
佬」的梁振英，除了四出落區與市
民和不同界別會面，據悉，他短
期內會就社會保障計劃推出
革新措施，讓基層受惠。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與公務
員同僚互租單位，變相用公帑
補貼供樓，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稱，會進一步研
究麥齊光有否違規。
鄧國威昨表示，沒有規定申領租金津貼的公務員
不可互租單位，但公務員有責任確保符合申領租金津
貼的條件。而有關的租金津貼為舊有福利制度，並不
與時並進，現時新入職的公務員已不再享有。至於麥
齊光在今次事件會否予人有「攞着數 」的感覺，他指
最重要是按規條處理。
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郭志德說，當年未有公務員
置業津貼，為防利益輸送，政府規定申請租金津貼的
公務員，不可租住自己或近親的單位。他認為麥齊光
做法無問題，若公務員想領取津貼，同時投資物業，
唯一做法是一邊租樓，一邊出租物業。

舊 有 制 度

性開支會增加，但由於有關改革
或派錢建議有待下屆立法會通過，
故要等待下屆立法會誕生後才可落
實。
梁振英為了拉攏支持，昨日與
屬於唐營約 100 位批發零售
界人士會面。負責邀約的立
法會議員方剛稱梁振英在會
上向業界大派定心丸，指出
早前煞停擴張自由行城市來
港旅遊的說法有誤，所指的
是中央已有四年未有擴大來
港自由行的城市，萬一經濟
形勢逆轉，他會再向中央爭
取讓更多城市居民來港自由
行。方剛又引述梁振英指，
政府將於短期內考慮增加零
售面積 ， 以紓緩飆升的租
■公民黨昨到新政府總部外請願，促梁振英
金。
關注長者貧窮問題。
司徒世華攝

王永平：麥不算違規
華員會副會長利葵燕認為，公務員之間互租物
業，並申請租金津貼，做法有沒有問題不能一概而
論，須視乎實際細節，包括租金水平怎樣釐定，才
可作判斷。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指，過往有個
案表面上是公務員互租物業，但實際上是住在自己名
下物業，又同時申領租金津貼，這類個案涉及虛報，
但他認為麥齊光不算違規，「互相租樓安排，變相我
用租金幫你供樓，你用租金幫我供樓；如果兩個公務
員都有交租，唔構成虛報資料，喺當年規定係冇違
規」。
《蘋果》記者

何俊仁入稟 誓要倒梁
【本報訊 】繼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前日入稟挑戰
梁振英當選特首的合法性，有份參選特首選舉的民
主黨主席何俊仁，昨亦正式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和
提交選舉呈請，指梁在選舉前宣稱住宅無僭建物與
事實不符，並非誠實的人，影響選舉結果。何俊
仁表示，希望法庭考慮裁決的重要性，盡快排期
於下周審理他和梁國雄的案件。

是不爭事實，所以梁振英為了打救
民望，據悉將於上任後一個月推出
惠民措施，除了落實增加生果金，
梁振英將對社會福利保障提出制度
性改革，而作長遠承擔的政府經常

指瞞僭建呃選委

■何俊仁（左 ）表示，希望法庭
盡快排期審理梁振英當選的合法
性；旁為單仲偕。
馬泉崇攝

何俊仁昨指，會先循司法覆核挑戰梁振英當
選特首的合法性，若不獲法庭批准司法覆核許可，
才會挑戰選舉呈請須在選舉後七天提出的規定，屬
於違憲。
何俊仁表示，梁振英去年 5 月曾向傳媒表示
住所無僭建物，在特首辯論中亦多次以僭建攻擊對
手唐英年，令不少選委轉軚支持。何認為部份選
委因梁振英失實陳述，才轉投票給他，故認為今
次提司法覆核的理據充份，希望法庭予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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