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山頂大宅僭建問題一直如陰霾般纏繞 新一屆特區政府。儘管

梁振英在完成有關法律程序後，已即時履行承諾，發表書面聲明，全面、詳細地交

代僭建事件，唯反對派仍然極力就事件的「餘溫」進行「再政治化」和「刑事化」，

想藉以逼迫梁振英辭職，打擊新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有政壇中人直言，梁振英於

事件發生後可謂是毫無保留地向公眾交代詳情，開誠布公，大家都有目共睹，是真

正負責任的表現，反觀自身有僭建問題的反對派議員卻以極度「浮動」的道德標準，去

審視別人犯過的過錯，其政治目的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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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發展「定海神針」

「九二共識」是兩岸開展協商、建立互信、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基礎。「九二共識」的核心是

堅持一個中國，精髓是求同存異。事實證明，正因為有

了「九二共識」，兩岸才能形成今天的全方位、寬領

域、多層次的大交流態勢。「九二共識」不僅成為打開

兩岸協商大門的鑰匙和穩定台海局勢的「定海神針」，

而且成為開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的基石。

回顧九二共識達成的20年來，大陸為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採取了一系列重要舉措，推動兩岸關係實現歷史

性的轉折，取得突破性進展。2008年5月，承認九二共

識的國民黨上台執政，台灣局勢發生重大積極變化。兩

岸兩會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了中斷長達9年之

久的協商，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在短短4年多的時間

裡，海協會與海基會相繼舉行八次會談，簽署18項協

議，達成諸多共識。兩會通過商談，就兩岸空運、海

運、通郵、大陸企業赴台投資等事項作出安排，實現了

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促成了大陸居民赴台旅

遊，簽署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以及投資保

護、海關合作兩項後續協議。

國台辦、海協會不懈努力，拓展兩岸合作領域，豐富

兩岸交往內涵。現在，兩岸人員往來頻繁密切，兩岸經

濟一體化進程步伐加快，「九二共識」由官方層面持續

轉化為兩岸共同民意，日益深入民心，推動了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進程，為兩岸同胞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二、「九二共識」首入黨代會文件具重要意義

不久前成功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提出了鞏固深化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新主張、新論述。這些新主張、新論

述，既表明了大陸對「九二共識」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政治基礎重要組成部分的高度重視，也表明了大陸希

望在認同並堅持一個中國上尋求兩岸雙方的連接點，擴

大共同點，增強包容性，深化政治互信，亦表明了大陸

願通過平等協商，強化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的機制化，

形成不可逆轉的趨勢，還表明了大陸期待為解決兩岸癥

結性問題逐步創造條件，不斷拓寬兩岸關係的前進道路。

「九二共識」不但確立了雙方對於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的立場，也表明了雙方追求國家統一的願景，一中前提

更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了方向與目標。在兩岸人民

的共同努力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的成果來之不

易，兩岸人民應倍加珍惜和愛護。只有反對「台獨」、

堅持「九二共識」，兩岸和平發展所取得的成果才能得

以保證，才能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不斷

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嶄新局面。

十八大報告還提出，希望在國家尚未統一之前，探討

兩岸政治關係，並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

事安全互信機制、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等等。事實

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由開創期進入鞏固深化的新階

段，意味 兩岸關係進入「深水區」。兩岸經貿、社

會、文教關係的深入發展，必須要與兩岸政治關係的發

展協調同步。兩岸關係要實現永續和平發展，政治基礎

的鞏固是重要前提。兩岸政治基礎不牢固，其他領域的

交流合作就會成為空中樓閣，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就不會

行穩致遠。

眼未來，尋求破

解兩岸關係中的深層

次難題，兩岸需要有

更高超的智慧、更堅

毅的勇氣、更寬闊的

胸懷。我們相信，只要雙方恪守反對「台獨」、堅持

「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

同認知，就一定能保持良性互動，聚同化異，合情合理

解決相關問題。這也可視為「九二共識」的延長、擴

大，是賦予「九二共識」新生命的大膽嘗試。

三、香港繼續為兩岸和平發展發揮特殊作用
「九二共識」20周年系列活動最近在港隆重舉行，盛

況空前。目前，「九二共識」20周年圖片展活動正在港

島、九龍和新界地區巡回展出。該系列活動由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全國僑聯等18個香港和內地團體

共同籌辦，邀請了兩岸四地及海外的各界精英翹楚共襄

盛舉，活動規格高、規模大，受到海內外媒體的廣泛報

道。通過此次活動，增進了香港同胞對「九二共識」的

認識，增加台灣社會對香港社會發展和「一國兩制」實

踐的了解，發揮出香港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獨

特作用。香港既是有別於兩岸的特區，又是中國的地

方。選擇香港作為兩岸進行重大問題探討、交流的地

點，可以回避一些可能引起的爭議和麻煩。香港作為達

成「九二共識」的發源地，也是未來兩岸領導人會晤或

簽署和平協議的最合適地點，應該為此盡早做好各方面

的準備，為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大業作出新貢獻。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舉行「九二共識」20周年座談會。國台辦主任王毅全面解讀了十八大報告關於鞏固深化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新主張、新論述：一是首次把堅持「九二共識」寫入黨的代表大會正式文件；

二是提出兩岸雙方應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三是強調加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

度化建設；四是主張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並對此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強調，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由開創期進入鞏固深化新階段的形勢下，我們要

更加重視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作用，正確把握和運用「九二共識」的政治智慧，繼續在

「九二共識」基礎上推進兩岸協商。王毅和陳雲林的講話揭示了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方向，令人

深受啟發。香港作為「九二共識」的發源地，舉辦了規模盛大的「九二共識」20周年系列活

動，進一步凸顯香港在推動兩岸交流中的特殊地位，更應繼續發揮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獨特作用。

北京「九二共識」20周年座談會的意義和啟示
盧文端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系列活動籌備委員會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購物業投資無住 志高指無加建

配合屋署 盡快完成拆僭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大宅僭建問

題，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傍晚回應記者提問時表
示，自己於上星期五處理司法上問題後，已即時
通知認可人士，並主動約見署方就山頂物業有問
題的構建物作進一步跟進及處理，而屋宇署昨日
與他委託的認可人士到現場視察，署方會通知他
下一步應如何處理，又強調有關認可人士會全力
配合屋宇署的指示及行動，盡快完成餘下的移除
和清拆工作。
屋宇署人員昨日下午到梁振英位於山頂貝璐道

大宅，視察梁振英在聲明中所指的違例建築物，
包括四號屋的庭園改建為客人洗手間，及4號屋地
下底層，被磚牆圍封的空間。屋宇署人員表示，
會繼續跟進及評估，稍後會書面回覆傳媒。

首次處理「不知要通知屋宇署」
梁振英昨晚在多個公開場合後回應記者的有關

提問。就其於上周的14頁書面聲明中，提到自己
發現4號屋地下低層在他買入前有一個約200呎的
擴建部分，然後自行用磚牆圍封，但在今年6月回

應傳媒查詢時卻沒有交代，他說自己並無隱瞞，
有關僭建空間在去年11月已經拆除和用磚牆密
封，「我當時的認知是，僭建處理了，僭建不存
在」。
隨後，他再發表書面聲明，解釋該次為自己第

一次處理僭建，當時有關工程「比較細」，「我不
知道是要通知屋宇署的」。

「只要我知幾多，都會回覆大家」
梁振英又強調，自己一直嚴格遵守建築物條

例，「由我買呢間屋開始，1999年2000年開始，
我知道需要入則的任何加建、改建工程，我都有
入則，而且得到屋宇署批准才做⋯⋯而在買樓
後，過去約10年，幾時發現有僭建，或人家講畀
我知，都即時處理」，又強調自己會繼續本 開誠
布公的態度，「只要我知幾多，都會回覆大家
的」，當時沒有人查詢，亦不知道要通知屋宇署。

一直開誠布公 從嚴處理未拖延
他在聲明中重申，自今年6月下旬有報章指他家

中有僭建物開始，他一直本 開誠布公的態度從
嚴處理事件，除了及時和全面配合屋宇署的查
察，從未拖延或阻撓；他亦安排傳媒到現場採
訪，並親自解答傳媒的問題，及第一時間聘請專
業團隊協助解決問題和即時處理被指為僭建的構
建物，又強調會繼續與政府部門合作，盡早採取
實際行動從嚴糾正任何不妥善之處。

謝偉俊動議不信任 譚耀宗反對
不過，立法會九龍東議員謝偉俊已計劃就此向

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動議，並已入紙抽籤，希望其
他議員讓路，令他在下月19日的會議上可以提出
辯論。公民黨、民主黨均稱，倘梁振英拒絕到立
法會交代，他們會支持謝偉俊的動議。工黨主席
李卓人更稱會研究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事件。
不過，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梁振英已向公眾
致歉，並發表聲明解釋事件，不認為需要提不信
任動議。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認為，梁振英聲明已
作出澄清，事件應告一段落，反對不信任議案，
讓梁振英集中精力制定施政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黃嘉銘）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房屋)、房屋署署長 志高與妻子聯名持有的、位於西貢清水灣道松濤
苑D2洋房，被《明報》昨揭發該大屋天井僭建了一個面積65方呎的玻
璃頂蓋，而屋前一幅石屎簷篷則僭建了經加闊的玻璃簷篷。 志高昨
日透過新聞處發表聲明回應，指有關物業的買賣由其律師代為處理，
在購入該物業後，他們絕對沒有在物業所在地加建任何構築物。為釋
除公眾疑慮， 志高已主動委託建築工程承辦商拆卸有關的僭建物。
政府新聞處昨日發表聲明，回應 志高的清水灣道松濤苑D2洋房

的僭建問題。聲明表示， 志高在2008年從比利時調任回港時，他及
其太太購入有關物業，既作為投資之用，亦預備在適當時候用作退休
後的居所。該物業買賣由其律師代為處理，並曾檢查該物業以作估值
之用，結果沒有收到負面的報告，而銀行方面亦樂於批出按揭貸款。
聲明指，一如其他沒有受過建築工程專業訓練的物業買家， 志

高及其太太在購入有關物業時，並不曉得該物業是否有違例構築
物。當然，他們當時有應租客的要求，裝修物業和進行必要的維
修。不過，他們在購入物業後，絕對沒有在物業所在地加建任何構
築物。該物業購入後便作出租用途。 志高及其太太從未入住該物
業，並甚少造訪。
為了釋除公眾的疑慮， 志高經取得現租客的同意，已經主動委

託建築工程承辦商拆卸該物業一道玻璃頂蓋和簷篷，並於昨日完成
工程。此外， 志高會為該物業進行全面的檢查，若有需要會作進
一步的跟進。

張炳良：依法處理 按程序跟進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晚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回應傳媒提問

時表示， 志高曾經與他談過是次事件，對方表示自己於2008年返
港後買了一個物業，當時由律師替他辦理各方面的手續，並將該物
業出租，故一直未有仔細察看該物業是否有僭建或未經批准的建築
物，而在事件發生後，他已找合資格人士視察及糾正。政府部門一
定會依法處理是次事件，倘需要跟進，亦會按照程序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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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選舉提名期展開，不少社團領袖均有意參選競
逐。身為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的蔡毅昨日與傳媒
聚會時表示，自己將報名參加全國人大港區代表選
舉，並擬於本周三報名。他希望可以將社團接觸地區
的聲音，帶到更高的政治層面。
商人出身的蔡毅昨日表示，自己過去工作均較為低

調，給外界感覺可能較陌生，但自己一直積極參與社
會服務及慈善公益，更親手創辦了「香港島各界社會
服務基金會」，除了資助多項社區活動外，亦擔當慈善
機構的角色，向有需要人士發放緊急援助基金，包括
早前 魚涌中興大廈火災中，發放合共約80萬的援助
金。
他續說，自己已邀得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曾向群

任競選主任，相信對方多年的助選經驗亦有幫助，又
估計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屬會會員約有數百票，自己近
期一有時間就會親自致電各選委拉票，亦不斷拜會商
會、社團組織，爭取支持，並會親身致電選委，在拉
票之外，他希望與對方交流意見，多聽各界聲音，而
早前亦已向各選委寄出宣傳信。
蔡毅又透露，自己目前已獲近200個提名，包括全

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廠商會會長施榮懷及全國政協
常委楊孫西等有分量人士。
另外，昨日再有多人報名參選港區人代，包括李少

光、史美倫、胡曉明、陳振彬、梁海明、吳亮星、盧
瑞安、李引泉、廖長江。李少光表示，自己獲得117名
選舉會議成員的提名，高於10個提名的最低門檻，有
信心最後能成功當選，現時會繼續爭取成員的支持，
又重申自己參選原因，是希望在退休後利用過去30多
年在香港政府工作的經驗，特別是社會安全保障及如
何建立廉潔社會等方面，繼續為國家及香港服務。

今年6月，在梁宅僭建事件被傳媒揭露後，梁
振英已即時承認疏忽，及為僭建向公眾致

歉，並立即清拆有關僭建物。及後亦主動找屋宇
署勘察梁宅的情況，總共發現6處僭建，又開放大
宅，安排傳媒入內拍攝清拆工程進度。他於事後
亦曾表明會全面交代事件，唯民主黨前主席何俊
仁就有關僭建問題啟動司法程序，令交代時間押
後，不過在有關司法程序全部完結的當日，梁振
英亦即發表一份長達14頁紙聲明及一份41頁紙的
附件，全面、完整、詳細向市民交代事件。

CY開誠布公 與市民建互信
有政壇人士形容，梁振英此次全面、開誠布公

的做法是為行政長官處理關於自身問題，定下了
一個標準。雖然他於事件中確實存在疏忽問題，
不過人誰無過，及時知錯能改才是最重要的。未
來一旦再有行政長官或官員在個人行為上出現問
題，都應該堅持這種開誠布公的態度，才是與市
民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礎。

不提自身僭建 反對派其身不正
俗語說：「己身不正，何以正人。」事實上，

自從去年的僭建風波席捲政壇，多名反對派議員
均先後被揭發住所或辦事處有違例僭建，其中

「狙擊」梁宅事件「主攻手」之一的公民黨議員湯
家驊自己本身正是僭建「大戶」，其康樂園住所被
揭僭建泳池、涼亭及玻璃屋，但他身為資深大律
師，卻一度「記錯」案例，聲言「僭建無錯」，其
後事件亦不了了之。特首參選人、民主黨前主席
何俊仁亦被指違規圍封露台，只是他在眾人未察
覺前先行拆除，就當「無 件事」。可見，面對傳
媒「踢爆」，反對派往往只是馬上進行自我消毒，
只回應相關僭建已在依法改正之類，卻從未真正
去解釋有關僭建的始末。
該政壇中人批評，反對派現在的做法完全是玩

雙重標準，嚴人寬己。既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斷不能因為某人的職位高低，而對其提出更
高的標準。「反對派好多人的僭建至今仍然未完
全處理好，許多問題更是不清不楚，但這裡面的
許多人仍然大言不慚地『狙擊』梁振英，其中的
政治意義早已超出所謂的監察之能。」

恐嚇「刑事調查」無法理根據
在對梁宅僭建「再政治化」的同時，反對派不

斷努力將事件「刑事化」，要求進行刑事調查，藉
以將梁振英推向辭職的懸崖。不過，有熟悉屋宇
事務的法律界人士坦言，梁宅事件絕難向刑事方
面發展，以事件中的情況看，主要是住宅與圖則

不同，當中部分僭建物亦非梁振英自己興建。一
般的做法是，在發現僭建物後，當局勸說業主回
復原貌，若未能做到，則會將有關屋宇「釘契」，
禁制相關買賣，並不會涉及刑事問題。
他進一步解釋，住宅僭建問題要向刑事方面發

展，需要滿足幾方面的條件。首先是，證實有關
人士在興建有關僭建物，明知該僭建物存在危
險，同時還可能會造成人命傷亡，「如果僭建物
造成人命傷亡，有關業主當然要負上刑事責任」。
不過，以梁宅事件來看，有關僭建物並無危險，
不存在向刑事方面發展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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