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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建港目標一致不必和頭酒 港人多謝呂新華特派員

社 評 井水集

候任特首梁振英結束北京 「任命之
旅」 昨日返港，甫抵埗便立刻應邀出席
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在中華總商會所設之
「飯局」 ，與出席的三十多位議員舉杯

言歡，分享見聞。
出席議員中，全力支持梁振英的民

建聯、工聯會，當然 「闔第光臨」 ，餘
工商界的 「自由黨」 等也有代表出席。
有人形容這是一頓 「和頭酒」 。這當然
只是一句戲言，正如出席者所說：雙方
不曾 「打架」 ，又何來 「和解」 呢？

當然，說此次特首選舉在一些人士
、包括立法會建制派議員中沒有造成芥
蒂以至 「撕裂」 ，是不符事實的，最少
曾身為 「唐營」 積極支持者的多位建制
派議員昨日就沒有在飯局上出現，一貫
「語不驚人誓不休」 的議員 「金勞詹」

更 「勞氣」 地指責有人 「東搖西倒」 。
而且，在梁振英此次赴京接受任命的過
程中，中央領導人胡錦濤主席、溫家寶
總理及 「港澳辦」 主任王光亞等均公開
「提點」 梁振英要注意團結、做好團結

工作，也呼籲香港各界要團結一致，支
持特首的工作。雖然團結建港是中央一
貫的號召，但面對今次出現兩位建制派

候選人、兩 「營」 支持者的局面，中央
大力強調團結，也就顯非 「空穴來風」
、而是確有 「所指」 的了。

然而，特區建制派的團結或未來特
首領導下的建港工作，是否已如反對派
及亂港傳媒所渲染的，出現了什麼不可
解決的大問題以至危機呢？答案是不。

事實是，對中央領導人提出的團結
要求，完全應該從正面、積極的角度去
加以理解；中央特別希望梁振英在特區
將屆成立十五周年之際，進一步把團結
工作做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把繁榮穩定的局面推向前進。當然
，中央也十分希望香港社會各界能加強
團結，支持梁振英的工作，共同把香港
建設得更好。這就是中央在特首選舉結
束後再三呼籲團結的主要原因。

那麼，未來梁振英在團結工作上又
會面對一個什麼局面？碰到哪些困難？
答案同樣是可以樂觀的。在梁振英已成
功當選及獲得中央任命後，情況與選舉
前已經有了實質區別。作為個人或私人
朋友之間， 「梁」 、 「唐」 之分不可能
不存在，這牽涉到長期的成長背景、生
活經歷以至價值觀及理念的異同， 「分

歧」 是客觀存在的，也無強求一致的必
要；但這種 「分歧」 不是政治上的分歧
、不是愛國愛港的分歧，更不是對特區
政府、對特首工作支持不支持的分歧。

因此，可以肯定說一句：未來在建
制派之間， 「梁」 、 「唐」 仍會各有
「擁躉」 ；但在支持特首工作、搞好香

港、反對抗中亂港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上
，絕不會有什麼 「陣營」 之分。簡單打
個比喻，把特首工作搞 「彎」 了、把政
府施政搞糟了、把香港社會搞亂了、把
香港經濟拖垮了，對不管那一個 「營」
，對工商界、對基層，同樣都不會有任
何好處，只會讓國際反華反共勢力和抗
中亂港一夥笑掉大牙。

過去，董建華當選特首、曾蔭權當
選特首，難道所有建制派都是 「董營」
、 「曾營」 ，都是他們的 「擁躉」 和好
友嗎？但是，在 「一國兩制」 這面大旗
下，所有愛國愛港人士為了建設好香港
這一共同目標，十五年來都是義無反顧
、團結一致，對特區政府施政和特首工
作給予最大支持的。未來梁振英只要拿
出謙卑、誠意，真心團結，做好工作，
將會得到更大的支持。

半山堅尼地道上的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即將換上一位新主人；中
央昨日宣布，任命宋哲為外交部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免去原有呂新
華的職務。

對香港特區來說， 「官去官來」
，只是一項人事任免上的 「公事」 ；
但在市民的切身感受上，對即將離任
的呂新華特派員，卻有一份依依之情
和惜別之意。六年來，市民對他印象
最深刻的，不是在香港 「太平盛世」
的時候，而是在一些困難、危難事件
發生的不幸時刻。其中，印象最深的
莫過於前年發生在菲律賓的 「人質」
事件。當日，港人旅行團不幸被槍手
挾持，港人盯住電視現場直播，親眼
目睹槍手開槍，港人死傷枕藉。

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全體市民擔
心、不僅特首曾蔭權多方設法、不僅
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迎接遇難者靈
柩返港時流下眼淚……，還有一個人
，一個不是港人的人，在這一關鍵時
刻和全體港人、和全體遇難者家屬和
傷者站到了一起，擔憂、難過，不顧
勞累，聯繫在京的外交部、聯繫在馬

尼拉的中國駐菲大使館、聯繫特區政
府、聯繫一些國際營救組織，千方百
計為港人解決難題，這個人，就是呂
新華。

除了菲人質事件，還有去年的日
本大地震、年前的印尼海嘯、埃及旅
遊團大車禍，只要港人在外地遇到困
難，總會有自己祖國的人前來幫忙、
慰問，令身在海外險境中的遊子頓時
感到安全和溫暖，這裡面都有呂新華
的一份辛勞和深情。

除了危難之際，在平常日子，協
助香港特區參與各種國際團體、活動
，包括經濟、體育、文化、醫療，外
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呂新華都盡了
最大的努力，令港人得到方便，令特
區得到榮譽，分享到強大祖國國際地
位的提高。

離別在即，呂新華公開撰文，題
為《香港，心中始終有你》，文中不
是居功自誇，而是大讚港人的 「獅子
山下」 精神：情深意切，令人感動。

在此祝呂新華特派員離港後工作
、生活愉快，有空再來
探望老朋友！

建制派議員與CY共歡
同心一致 服務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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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結束訪京之行，
並於昨早由北京返港，而國家領導人與他會面時，多
次提到團結各界人士的重要性。有學者表示，中央已
向梁振英提出期望，相信他組班將以團結為前提，但
未來要面對人事和政策兩方面的挑戰，包括吸納不同
陣營支持者入閣，以及在政策上平衡商界利益。

梁振英昨早在港澳辦副主任華健的迎送下到北京
機場，他未有回答記者提問，而他返港後晚上便出席
建制派飯局。總結訪京之旅的四日，除了接受任命書
外，梁振英還獲得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接見，並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當中有討論到
下屆政府組班的原則性方向，領導人更多次提到團結
社會各階層的重要性，令 「組班」和 「團結」兩個名

詞成為梁振英此行的焦點。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表示，梁振英

此行與領導人會面，了解中央對下屆政府的要求和期
望，當中在組班方面，中央政府強調要團結各階層人
士，故他預計梁振英會保留部分現任司局長。另一方
面，梁振英揀選班子或行會成員，並非一定看民望
，反而更重能力及與政府的理念是否相同。宋立功
認為，梁振英不可能只選心腹 「入閣」，要做到和
解，必須邀請唐英年支持者加入政府，才能釋出善
意。

除了人事，另一重點為政策。宋立功解釋，梁振
英現時仍未得到大部分商界支持，商界或會擔心梁振
英傾向基層，故未來在最低工資檢討等問題上，將會

是商界的重要考慮因素。他相信，中央並不希望看到
建制派繼續撕裂，因此除了呼籲各界團結外，未來有
可能接見商界人物，特別是大地產商，出手幫助團結
建制派。

洪綺敏加入候任特首辦
另外，特首選舉期間擔任梁振英競選辦傳媒關係

高級經理的洪綺敏由昨日起，轉職到候任特首辦擔任
公關專員。據了解，洪綺敏所擔任的職位屬非公務員
合約的職位。除洪綺敏外，梁振英其中兩名助理也會
於數天內，轉職到候任特首辦擔任非公務員合約的職
位。在加入競選辦以前，洪綺敏曾長時間擔任電視台
新聞主播。

21議員出席 「大和解飯局」
外界稱之為 「大和解飯局」的建制派飯局昨晚在

中環中華總商會舉行，梁振英及其中二十一名議員出
席，包括民建聯其中七名立法會議員、工聯會三名議
員，以及有部分早前在特首選舉中支持唐英年的議員
（詳見表）。飯局為時約一個半小時。

梁振英在會後表示，很高興得到議員們的邀請共
晉晚餐，在獲任命為下任特首後，首度與建制派議員
暢談對香港發展及經濟情況的期望，具特別意義。他
希望日後與各議員繼續保持緊密的聯繫，並在一個月
後宴請各建制派議員繼續商討已討論之問題。

就外界最關心的下屆政府管治班子的問題，梁振
英強調，飯局上並未有提及相關事情。至於對有議員
稱因政見不合而不出席飯局，梁振英指，現在香港只

有香港營，他會繼續與所有立法會議員，包括拒絕出
席飯局的詹培忠保持接觸，團結各方面人士，相信議
員均是以服務香港社會為最終目標，因此他會與議員
們同心一致地以此為目標。

梁一個月後設宴再交流
是次建制派飯局的召集人、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

示，出席是次飯局的議員均認同飯局 「有用」。譚耀
宗續說，會上共有十六名議員發言，各自表述對業界
及行政立法關係的期望，而梁振英亦給予在座人士自
己的電郵地址，以求與議員交流意見。譚耀宗又引述
梁振英指，梁振英會關注有關問題，並承諾一個月後
會宴請各議員，舉行同樣的交流，了解議員的意見。

在特首選舉中支持唐英年的經濟動力召集人林健
鋒指出，會上氣氛輕鬆，互相坦誠地交換意見，但不

會視之為 「大和解」。林健鋒又引述梁振英指，將會
在外面或公務員體系內物色適當人選出任管治班子，
因此希望在下個月聚會時會有有關下屆政府管治班子
的好消息。

被問及會否在飯局後改變了對梁振英的印象，林
健鋒回應指，曾聽過有意見指，梁振英過往與工商界
接觸得不多，但透過溝通或不同方式的交流去了解對
方是件好事，也期望下屆政府會多接納民間意見，將
香港經濟發展帶到最高峰。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因昨晚有會議未能出席晚宴，
而其黨友張宇人亦沒有出席。出席晚宴的自由黨唯一
代表方剛認為，自由黨與梁振英之間沒有裂痕，雙方
的關係從來無差過，而自由黨亦無人加入新政府的班
子。方剛又表示，已向梁振英反映標準工時及零售業
面臨的租金問題。民建聯葉國謙則認為，不同陣營在
選舉期間有衝突及火花是正常之事，但選舉完後作出
和解也很自然。他相信建制派議員都會為香港社會發
展着想。

多名唐英年的支持者，包括詹培忠、李國寶、林
大輝、黃宜弘、石禮謙都未有出席晚宴。石禮謙表示，
因自己不在香港而未能出席，但認為可與梁振英合作。

■實現願望 眾人坐低飲啤酒
■一直以 「足球比賽」及 「啤酒」比喻是次特首選

舉的梁振英，昨晚出席建制派飯局時，當然少不得啤酒
，實現了與各建制派議員在特首選舉後，大家坐下一起
飲啤酒的願望。而且正好中總提供的是來自梁振英山東
家鄉的青島啤酒，可謂非常應景。至於是次飯局的菜式
則包括：蓮藕杜仲煲牛尾湯、芥膽柚皮扣海蔘、釀焗蟹
蓋、油泡龍躉球、薑汁芥蘭、當紅炸子雞、鹹魚粒菜粒
蛋白炒飯及香甜萬壽果。

■未克赴會 黃宜弘豪爽「包底」
■商界立法會議員黃宜弘雖然未能親臨飯局現場，

但身在印度洋的他，亦打衛星電話到香港，越洋祝賀梁
振英正式獲中央任命，更對未能赴會表示不好意思。雖
然出席飯局的議員每人即場繳付了二百元的餐費，但仍
未足夠繳付飯局的帳單，不過譚耀宗笑說不用擔心，因
黃宜弘已表明願意為飯局帳單 「包底」，可謂 「人不到
禮亦到」，認真有誠意。

■缺席疑團 劉健儀夥眾食飯
■自由黨昨日只有副主席方剛做代表出席建制派飯

局，主席劉健儀就一早表明晚上要開會不能到場。到了
晚上九時左右，自由黨青年團主席李梓敬在他的facebook
上載了一張相，名為 「同主席食焗豬扒飯」，地點顯示
是金鐘海富中心。此相一出，引起諸多遐想，不過就有
人解畫說，自由黨九時許剛剛開完會，只是剛巧一班人
一起去食飯而已。

梁結束訪京行返港

自特首選舉結束後，建制派議員昨日首設飯局，並宴請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場面
熱鬧歡愉。梁振英在會後表示，是次晚宴具特別意義，他日後會繼續與各議員保持緊密
聯繫，團結各方，並在一個月後宴請議員，繼續研究已討論的問題，同心一致，以服務
香港為目標。出席的議員均指晚宴有效加強彼此溝通。

本報記者 鄧 湄

「大和解飯局」出席情況
政團

民建聯

工聯會

自由黨

經濟動力

專業會議

新民黨

勞聯

獨立

未有出席的議員：張學明、黃定光、黃國健（已報名
但臨時請假）、劉皇發、劉秀成、李國寶、霍震霆、
梁家騮、劉健儀、張宇人、林大輝、詹培忠、石禮謙
、黃宜弘、謝偉俊、曾鈺成（按慣例不出席建制派飯
局）

出席者

譚耀宗、劉江華、葉國謙、李慧琼、
陳鑑林、黃容根、陳克勤

葉偉明、王國興、潘佩璆

方剛

林健鋒、梁君彥、梁劉柔芬

梁美芬、何鍾泰

葉劉淑儀

李鳳英

譚偉豪、陳健波、陳茂波

▲

建制派議
員與梁振英
的飯局，在
歡愉的氣氛
下進行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梁振英（中）與譚耀宗（右）及林健鋒（左）等互相
祝酒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