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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倡議員薪酬倍增
冀月支十四萬 學者：開天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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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昨舉行記者會，指處方參考過英、
美等多個國家把議員和政府官員薪酬掛鈎的做法，建
議本地立法會議員由下屆起，其薪酬與政策局局長薪
金的約五成掛鈎。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表示，現時議
員工作時間平均每星期五十九小時，工時已高於一般
政府僱員，職務應被視為一項全職工作，同時亦被嚴
格要求做好議會工作，若有額外收入的話，全部均需
登記，以便公眾監察是否存在利益衝突。

立法會秘書處曾就建議進行內部諮詢，大部分議
員均贊成加薪。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下周二舉行會議討論有關建議，若獲內務
委員會通過，會再交獨立委員會討論。

設辦事處聘助理開支大
小組主席、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指，現時一名立

法會議員要開設三個辦事處，連同相關職員薪酬總開
支，仍不及一名政治助理的薪酬，是不合理。部分議
員助理月薪處於低水平，由數千至一萬多元，流失率
超過三成，臨近選舉，若他們離職，會對議員的工作
造成很大影響。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雖然增加投放資源可讓
議員更專注整理議會事務，但該黨對於薪酬增加的幅
度不會提出意見，並會尊重委員會討論後的決定。被
問及增加議員薪酬能否有效吸引人才投身政界，他認

為，大部分議員是因為希望服務社會，令生活過得更
有意義而投身政界，薪酬高低不是參選的目標，而且
選舉開支大，參選又不一定能獲選，因此增加議員薪
酬不一定是吸納人才的最有效方法。

專業會議的梁美芬認為，立法會議員不僅僅是一
份工作，亦是一份責任，難以單用時間衡量，自己平
時每周平均工作約八十小時。她表示，由於此次薪酬
調整幅度較大，希望立法會可廣泛聽取社會及政府意
見再作決定。

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同意議員的薪酬應適時
檢討，但他反對把議員和政府官員薪酬掛鈎的做法。

他說： 「兩者的工作性質不同，根本是兩回事。」

薪酬與官員掛鈎待商榷
林大輝認為，議員的薪酬應隨着其工作量及複雜

性而增加，但加幅方面則需經過深入探討和研究，且
任何幅度亦不可一下子增加過多。

立法會秘書處上月訪問近四十名議員，了解他們
對議員酬金的看法。大部分受訪議員認為，議員職務
是一份全職工作，現時的薪津安排並不能反映他們的
職責的複雜性、輕重及投放在議會工作的時間，亦不
能鼓勵有良好專業背景的人投身議會工作。

【本報訊】下屆立法會議員或加薪一
倍！立法會秘書處建議，把議員的職務視
為全職工作，並把其酬金與局長的薪金一
半掛鈎，即由現時每月港幣七萬多元提升
近一倍，至每月十四萬港元。有立法會議
員表示歡迎，認為此舉可吸引有志之士投
身政界。不過，有學者認為此建議是 「開天
殺價」 ，近年部分議員表現強差人意，無
理由大幅加薪，建議引入衡工量值的制度。

【本報訊】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逼近，多個選委
界別紛紛舉辦論壇，邀請參選人講解政綱和理念。西
九新動力今日邀請行政長官參選人梁振英與地區人士
見面，而另一名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則於下星期日
出席。此外，航運交通界今日亦邀請行政長官參選人
出席論壇。

西九新動力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團體內約有
十一名選委，再加上各界友好，約有十三、四名選委
，會待舉辦論壇後，再決定提名意向。不過梁美芬說
，十多名選委都各有所好，故傾向不採取捆綁式提名
和投票。

至於廠商會方面，該會會長施榮懷在新春團拜中
表示，會方不會採取捆綁式提名，但他相信大部分該
會的選委均已提名唐英年參選。據了解，現時為止，
施榮懷、廠商會前會長黃友嘉及副會長吳永嘉均提名
支持唐英年。

另外，廠商會副會長、進出口界選委李秀恒則表
示，認識唐英年及梁振英二人，亦希望二人均能入閘
，建構有競爭性的選舉，並為二○一七年行政長官普
選做好準備。李秀恒指，自己暫時未有特定的提名意
向，但他會 「standby（準備）幫手提名唔夠票嘅一方
入閘」。

【本報訊】立法會決定押後討論兩電加電費的相
關機密資料。兩間電力公司昨日向立法會經濟事務委
員會提交今年的加價建議，以及五年發展計劃的補充
資料，但有委員不滿文件以機密方式提交，決定押後
審議有關資料，讓兩電先劃分文件的機密部分，下星
期一再提交予委員會。

兩電加價風波仍未平息，立法會要求兩電提交進
一步資料，解釋加價的原因。兩電關注提交的資料屬
商業敏感資料，或會影響股價，認為有需要保密相關
文件，但在議員要求下，最終同意重新審視文件中哪
些資料可以公開。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
中電及港燈原本計劃提交的機密文件包括：兩電最初
向政府提出的加價幅度，以及五年發展計劃的資本開
支預測等資料。不過，中電行政總裁藍凌志指出，新
提供的資料涉及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一定要保密，
如果議員認為部分資料要披露，中電會再研究如何披
露。港燈董事總經理曹棨森亦希望資料保密，否則會
影響股價。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表示，兩電是上市公司，要在
協助市民理解政府如何監察及不影響商業運作之間取

得平衡。不過，有議員不滿兩電有太多資料需要保密
。獨立立法會議員鄭家富表示，有關做法將令議會難
以監察政府及公共事業。會計界陳茂波表示，如果議
員不能對外引述機密資料，會難以向公眾交代。

立法會下周三會討論及表決，是否引用特權法，
要求當局交出與兩電加價有關的文件。

西九新動力邀雙英赴論壇

兩電要求加價資料保密
立法會押後下周三審議

【本報訊】對於立法會建議議員加薪
近倍，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
立功認為，建議加幅太過驚人，加上部分
議員近年在議會的表現並不稱職，相信市
民未必會支持。他建議，引入工作衡量的
指標，確保議員的表現和薪酬合理。

宋立功表示，今屆立法會一開始，議
員已獲加薪一次，由六萬多元增加至七萬
多元，數目不少。

今次建議加薪近倍，他相信是有議員
在背後推波助瀾、 「開天殺價」，由秘書
處代為提出 「試水溫」。他認為，是次提
出的加幅太過驚人，估計市民未必會接
受。

宋立功又指，近年部分議員的表現並
不稱職，負面新聞又多，例如議會內外出
現的暴力事件，包括潑水、掃枱、放氣球
等，民意支持度遠低於政府官員。 「有啲
議員經常缺席唔開會，出席小組會議員又
唔多，又唔準時，開會時準備又唔充足
……」

由於市民對議員的質素有要求，宋立
功建議秘書處引入工作指標，用表現來衡
量議員的加薪幅度，例如計算議員出席開
會的次數、質詢官員的次數等，以客觀指
標來評核議員的工作表現。

立法會搬遷到金鐘後首次舉辦新春
午宴宴請行政長官等官員，新大樓昨日
瀰漫着輕鬆及歡樂的氣氛。席間，三名
民主黨議員，包括李華明、李永達及涂

謹申被抽中與官員比賽，鬥快完成一幅拼圖，結果議
員隊被官員隊遠遠拋離，輸掉比賽，三人更被其黨員
笑指 「不懂建設」。

曾蔭權昨聯同五十多名司局級官員及行政會議成
員，包括政務司司長林瑞麟、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律
政司司長黃仁龍等，應立法會邀請出席一年一度的新
春午宴。

是次午宴為立法會搬遷到新大樓後首次宴請官員
的聚會，亦為本屆立法會最後一次舉辦的新春午宴，
除五十多名官員出席外，亦有逾三十名議員參加。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在致歡迎辭時感觸良多，他引用《易
經》祝願議員和官員 「飛龍在天」，並恭祝各人即使
明年在其他崗位上，亦有好的發展。

秉承往年新春團拜的傳統，議員及官員在午宴開
始之先玩遊戲。今次立法會秘書處從兒童天地找來一

幅讓幼稚園小朋友學習用的拼圖遊戲，並加以改裝，
題為 「建立我最喜愛的社區」，要求議員及官員分組
，鬥快拼好後指出拼圖中顯示的違規之處，望在增進
雙方友誼之餘，提升彼此間的合作關係。

被抽出代表官員隊參賽的，分別有行政會議成員
史美倫、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及運輸及房屋局
常任秘書長栢志高；議員隊則巧合地抽中三名民主黨
議員，包括李華明、李永達及涂謹申。兩隊整裝待發
，準備砌圖，比賽在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一聲令下開
始。這場緊張又刺激的比賽最後由官員隊勝出，議員
隊落敗後，即被同屬民主黨的張文光指着笑說： 「呢
三個人已經退咗黨，加入咗民建聯㗎喇……」民建聯
主席譚耀宗聽罷立即回應說： 「我哋先唔會要！」會
後，談及比賽，民主黨的黃成智更笑指三人 「不懂建
設」。

今屆政府餘下任期約五個月，於午宴中與特首曾
蔭權同枱的自由黨副主席張宇人透露，曾蔭權向他表
示，任期滿後為免影響下任政府的事務，他將於七月
一日當天立即到外地去遊覽數月。

立法會新春午宴 高官拼圖勝議員

【本報訊】立法會綜合大樓將於下星
期六及日一連兩天首次舉行開放日。有
意於開放日參加參觀團的公眾人士，可
於今日索取免費入場門票。公眾人士可
透過參與在開放日舉辦的參觀團、攤位
遊戲及展覽等活動，加深對立法會工作
的認識。

公眾人士可於今天上午九時至下午
二時，親身到立法會綜合大樓公眾入口
1排隊；或登入立法會網站內有關開放
日的專頁登記索取門票。入場門票以先
到先得方式派發，每人限取四張。

一連兩天的開放日的舉行時間為上
午十時至下午六時，期間約每隔五分鐘
會有一團參觀團，每團參觀時間約七十
五分鐘。透過參加參觀團，公眾人士可
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內的會議及教育設
施，包括會議廳、會議室、觀景廊、歷
史長廊和教育廊。

另外，開放日亦設有攤位遊戲，以
及以會議廳為背景的拍照專區，供個別
議員與市民見面及拍照留念。公眾人士
屆時亦可欣賞多項表演節目，包括步操
樂團及合唱團等，同時現場設有精選一
系列與立法會相關的紀念品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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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兩隻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金絲猴──
「虎虎」、 「樂樂」已抵港了！海洋公園昨日向本

報證實， 「虎虎」、 「樂樂」於春節前已經乘機來
港，現正在海洋公園進行為期三十至四十五日的檢
疫期。海園發言人透露，一對金絲猴的健康狀況良
好，完成檢疫後，預計最快四月正式亮相。

另據中國民用航空網報道，一對金絲猴於上月
十八日下午，在國貨航工作人員的精心安排和保護
下，帶着新年的祝福和問候，乘坐 CA427 航班從
成都飛赴香港，開始了牠們為期三年的香港之旅。
兩隻金絲猴抵達香港後，將會安置在香港海洋公園
的熊貓園內，與同樣來自成都的熊貓相鄰為伴，這
是香港海洋公園和成都動物園的首次合作。

為了保證一對國家一級保護動物能安全成行，
根據香港海洋公園提出的需求，國貨航西南區域營
銷中心制定了包括運輸日期、飛行時間、機型固定
、溫控條件、入庫照料等在內的詳細運輸計劃和保
障方案，得到了客戶的認可，客戶發函正式確認此
次運輸具體事項。

為了能圓滿完成此次運輸，讓敏感的金絲猴愉
快地開始牠們的首次飛行，國貨航西南區域營銷中
心精心準備，按照珍稀動物保障流程完成了與貨站
的專題溝通，確認了金絲猴的裝艙位置、溫控範圍
、裝載時間以及捆綁、固定要求，確保整個運輸過
程安全順利。

春節前乘機抵港

兩金絲猴四月海園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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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建議將議員酬金倍增至每月約14萬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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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社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向特首曾蔭權致送紀念
品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立法會大樓將於下周六及周日一
連兩天舉行開放日，屆時將有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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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三名廉署調查員在 「窩輪天王」吳
鎮濤造市案中，涉嫌教唆污點證人張青浩作假口供
，案件於區院續審。庭上繼續播放張青浩偷錄與兩
名調查員會面時的對話。

三名被告分別是曹永年（46 歲）、陳啟鴻
（38 歲）及歐劍鋒（42 歲），他們於廉署任總調查
主任、高級調查主任及助理調查主任，暫被停職。

張青浩昨表示，雖然他們曾教他訛稱賭馬輸錢
，但卻沒有教他怎樣賭馬，只叫他訛稱用現金賭，
那便沒有證據指證他。張指他們曾有兩個方案給他
，因擔心他會被辯方律師審問。 「一個鐘係咁被人
撩，你會把持唔住，發火㗎會」。在錄音中，陳更
不時叫張 「放鬆啲」，更聲稱不是在教張給假口供
，當時張指 「事實都無做過」，陳說， 「如果佢地
問，你咪話唔同意囉」，更表示要 「堅持立場」。
控方指如事實沒有做過，為什麼不說出真相？張指
「因我唔知佢想唔想用嗰個答案答」。

廉署職員教作假口供案續審

▲中電及港燈分別要求加價資料保密，立法會
押後至下周三審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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