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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由工聯會會長鄭耀棠親自迎接入
禮堂，並獲得熱烈的掌聲，而他發言前亦向
工聯會人士作九十度的鞠躬。工聯會在行政
長官選舉最後階段，全力支持梁振英，他一
開始即感謝工聯會選委和相關人士，在選舉
中給予的指點和支持，又祝賀工聯會召開第
三十五屆會員大會。

他引用工聯會的刊物表示，贊同就業
優先的主張，他的政綱亦提出若要以民為
本，經濟策略便要以就業為本，如在新界
西北興建酒店，方便當地居民就業，節省
車程和費用， 「要為香港廣大的就業人口
，提供優質就業機會。」他又稱，最低工
資立法後整體效果良好，是瑕不掩瑜，只
要各持份者實事求是，本來以為不能做的
事亦可做到，勞資雙方繼續合作，勞工運
動可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未有表明是否
指標準工時。

出席工聯大會非為「揀蟀」
梁振英接受記者訪問時稱， 「逢五逢十

」是大慶，故前來分享自己對勞工問題的看
法，否認出席大會是為了 「揀蟀」組班，但
相信工聯會有合適的人才， 「工聯會是一個
很龐大的組織，他們有三十萬人，相信裡面
一定有人，我仍是會用人唯才，有理念，有
承擔，有政治能力的人，我都很希望延攬他
們入政府服務。」

他不評論有報道指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邱誠武和環境局副局長潘潔極有機會升任為
局長，只稱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並由
中央任命，除了他接觸的人選外，其他人都
是傳聞，而他準備名單讓中央任命後，會向
外公布。

被問到前日出席了民建聯的路向營，
未來組班或聽取意見時會否側重個別黨派
，他解釋，未來兩周會與不同政黨和立法
會議員會面， 「如果 『泛民』有路向營，
如果有邀請的話，我也想聽聽他們對香港
未來發展方方面面的看法，我亦願意與他
們分享我的看法。」他未有直接回應對標
準工時的立場，重申自己仍是候任，任何
一個時候，只有一個行政長官、一個政府
和一套政策，因此不會對現屆政府處理的
問題作評論。

鄭耀棠：可薦人才「入閣」
對於工聯會是否會有人 「入閣」，鄭耀

棠表示，若梁振英提出要求，工聯會會慎重
考慮和物色人選，推薦有意加入政府的成員
，但亦要視乎梁振英需要哪一方面的人才。
他解釋，工聯會對立法會選舉人選已有基本
看法，相信派人 「入閣」不會影響選舉。至
於他會否留任行政會議，鄭耀棠稱，現時不
會有太多想法，總之 「船到碼頭自然直」，
他會本勤勤懇懇的心態工作，直至六月三
十日任期完結。

【本報訊】工聯會昨
舉行會員大會，理事長吳
秋北在工作報告中特提到
，該會至去年底有三十六

萬八千名會員，未來會繼續推動工會發展。有份出
席大會的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稱，若工聯會不嫌棄

，他願意在該會招收第四十萬名會員時，代為頒授
會員證。

工聯會第三十四屆理事會昨發表工作報告，吳
秋北指出，至去年底會員人數達到三十六萬八千人
，較上屆增加四萬四千人，升幅到一成四，是超額
完成目標。工聯會目標是每年增加一萬，期望在二

○一五年突破四十萬大關。梁振英在
總結其發言時稱，若工聯會不嫌棄並
有派發會員證的儀式，他希望親自把
會員證頒給工聯會第四十萬個會員。
其言論得到在場工聯會人士熱烈掌聲
，梁振英亦禮貌地向台下人士揮手。

另外，工作報告提出要 「加強工
會基礎建設，推動工運持續發展」，
回顧上屆工作，成立政務委員會後，
希望做到 「參政為勞工」，並於區議
會選舉取得三十席，希望在立法會選
舉再接再厲。他們未來亦會敦促政府
力推出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策略，
推出具體措施應對全球經濟向下行，
並繼續關注多項勞工事項立法。

【本報訊】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十四日、十五
日接連出席民建聯與工聯會的活動，他表示未來會
繼續與各黨派及政界人士會面。自由黨早前已接獲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邀請，將於本周三與梁振英
會面。梁振英亦將在二十三日會晤反對派各政黨，
反對派指將在會上討論普選門檻及基本法二十三條
立法問題。

上周建制派與梁振英的 「大和解」飯局，自由
黨只派出副主席方剛出席。而自由黨主席劉健儀昨
日表示，該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副主席周梁淑怡及
三名立法會議員都會出席周三與梁振英的會面。劉
健儀說，他們將在會上提出對本港經濟發展的意見
，希望鞏固本港四大支柱產業及六大優勢，亦會談
及本港的房屋問題，及解決中產需要。自由黨今日
會召開黨團會議，再詳細商討會面內容。

梁振英亦會於本月二十三日與反對派各政黨會
面。工黨主席李卓人重申，反對派支持低門檻的普
選，工黨將在會上要求，只要有意參選者獲得十萬
名市民提名，當局都要接納他們參選。另外，梁振
英明日會與經濟動力、專業會議和獨立立法會議員
會面。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繼續與各
大政團會面，他出席工聯會會員大
會時提到，要為勞工提供優質就業
機會，相信勞資雙方以實事求是的
態度，勞工運動可有更大的發展空
間。他又稱，工聯會當中不乏人才
，但否認此行是 「揀蟀」 組班，強
調除了他親自接觸的人外，其他官
員人選都是傳聞。工聯會表示，若
梁振英提出要求，該會將慎重考慮
和物色人選。

本報記者 陳錦輝
【本報訊】工聯會舉行三年一屆的選舉，今日

會選出新任會長、理事長等人選。該會已通過修改
會章，現任會長鄭耀棠、副會長陳婉嫻獲選為榮譽
會長。至於另一副會長林淑儀為會長人選大熱，而
現任理事長吳秋北則極大機會連任。

工聯會昨舉行會員大會，選出新一任常務理事
，不少人如李麗貞、陳有海、周聯僑和潘佩璆等連
任，同時通過修改會章，增設榮譽會長一職。一直
盛傳會退任的現任會長鄭耀棠、副會長陳婉嫻，獲
新一屆常務理事選為榮譽會長，意味二人都不會連
任常務理事會的職務。

外界一直盛傳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太太林
淑儀為接棒大熱人選，有工聯會人認為，另一副會
長黃國健知名度高，亦是會長的人選，但估計後者
要參選立法會，故擔任會長的機會不大。至於現任

理事長吳秋北，
三年前以年輕和
高學歷姿態出任
理事長一職，由
於該職位可任三
屆，有工聯會中
人認為他表現不
俗，因此很大機
會連任。

願為工聯頒第40萬張會員證
特稿

工聯今選出新屆會長

CY周三晤自由黨
料談及房屋問題

◀有工聯會人
認為，黃國健
知名度高，是
會長的人選

◀梁振英表示，願意在工聯會招
收第40萬名會員時代為頒授會
員證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梁振英引用工聯會的刊物表示，贊同就業優先的主張，他的政綱亦提出若要以民為本，經濟策略便要以就
業為本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工聯會昨日舉行第35屆會員大會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梁振英班子首重政治工作能力

社 評

候任特首梁振英在京接受任命返港
後，隨即與各政黨、團體展開會面，其
中， 「組班」 問題受到廣泛注目。在現
行體制下，政黨和團體是產生、培養和
向政府輸送人才的一個主要渠道。

在民建聯 「路向營」 上，梁振英首
次公開談到了他 「組班」 的三個基本條
件，包括：對香港社會有承擔、與他有
相同理念，以及有處理政治工作的能力
，能夠與市民及各持份者互動、溝通，
說明政府的政策，爭取對政府的支持。

看來，儘管梁振英強調目前並無
「名單」 ，但對下屆特區政府的組成，

包括三司十四局的司、局長，以及基本
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同樣是由特首提名、
中央任命的廉政專員、審計署長、警務
處長、入境處處長、海關關長等職位，
應該已經 「心中有數」 ，部分甚至可能
已有 「腹稿」 ，因為 「三條件」 已有一
個相當明確的範疇，並非泛泛而談。

事實是，來屆特區政府班子的組成
，對梁振英來說，將會是他當選後個人
執政魅力、施政能力的一大考驗。如果
在組班問題上都 「磕磕碰碰」 、寸步難
行，日後又如何可以談得上 「齊心一意

撐香港」 呢？
客觀上，梁振英班子的順利組成，

並非易事。首先，特區十五年、三任兩
位特首，當日董建華幾是 「單槍匹馬」
上任，前港英高官班子除外國國籍者外
全部留任，任中推行高官問責制，但人
選大體未變；到曾蔭權上任，其原有政
務司長職位由唐英年接掌，唐的 「財爺
」 職位則由局長曾俊華 「上位」 ，另聘
法律界精英黃仁龍接替退休的律政司長
梁愛詩， 「組班」 問題也未算突出。

但輪到第四任的梁振英，情況已大
不相同，這一不同，並不是幾位高官將
屆退休年齡或身體健康欠佳，而是高官
問責制推行了這些日子，已經到了必須
深入檢討、以利再戰的重要時刻；而社
會上，市民、輿論對高官工作表現和能
力的監督與要求，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因此，來屆梁振英政府的班子，
想「好官我自為之」，肯定已不太可能。

在主觀條件方面，不能說梁振英比
董建華、曾蔭權更有要求或能力更強，
但他個人在政治上有一套比較強烈的理
念、對管治工作也有一套比較明確的主
張，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具體就如他

在民建聯路向營上提出的三個基本條件
，就已經夠 「不簡單」 的了。

這裡面，尤其是第三點，即政治工
作能力，包括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
決問題的能力，將會是未來梁振英班子
的一個新要求、新亮點，也將會是他未
來施政成敗得失的關鍵。所謂政治工作
能力，並不是天天講政治口號、空言政
治，而是要在實際工作層面上，在政府
討論、制訂、推出一項新政策或新措施
之前，先在社會上營造必要的氛圍和條
件，先與市民大眾、立法會政黨議員以
及相關持份者 「打招呼」 ，徵求意見、
消除障礙，從而使得新政策、措施出台
時能夠減少爭拗、比較順暢。要做到這
一點，相關官員必須要具有較強的政治
工作能力，要對本身推行的政策和社會
環境都有相當深入的了解，還要有較強
的地區民眾聯繫和應對表達能力，才有
可能做到。

此一要求，與更好落實高官問責制
是相一致的，未來問責高官將更專注於
政治工作，各級公務員則負責落實推行
，各司其職，權責分明，施政效率應會
有所提高。 關 昭

中聯辦安寧被破壞

井水集

就西環 「中聯辦」 門外的採訪安
排問題，記者團體昨日指責警方安排
不當， 「限制」 了他們的採訪自由。

就有關問題，警務處長曾偉雄前
天重申：在確保市民安全和採訪自由
之間，必須要取得適當的平衡。他承
諾會盡可能照顧到記者的採訪、拍攝
需要，在可能的情況下給予方便。

事實是，曾偉雄處長的這一番話
，可說合情合理，沒有什麼不可以接
受的。而從市民大眾角度而言，他們
對發生在「中聯辦」門外的所謂「新聞」
，已經看得夠多、夠 「詳盡」 ，不但
沒有什麼「欠缺」，而是相當煩厭了。

就以昨天來說，一批人聲稱紀念
「天安門事件」 二十三周年，去到
「中聯辦」 門外擺放白菊花、 「默哀

」 一番。所謂 「天安門事件」 ，已過
去多年，今天內地的民眾生活和意見
表達自由與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如
果要 「紀念」 ，就不應 「如喪考妣」
，而是應感到寬慰才是。而這些人的
所謂「紀念」，其實不過是找個藉口，
目的就是到「中聯辦」門外搞事而已。

這些旨在搞事的所謂 「新聞」 ，

與市民大眾的福祉何干？與香港社會
的繁榮穩定何干？與加強香港內地關
係何干？而且，恰恰相反，天天 「抬
花圈」 到 「中聯辦」 大門外搞事，兩
地關係只會被干擾和破壞。

而且，就是這麼極少數搞事分子
的惡劣所為，令警方不得不派人到現
場去協助維持秩序，花的都是納稅人
的金錢。

而這些搞事分子的活動，與部分
傳媒的「熱烈捧場」大有關係，只要電
視台攝影機和記者的照相機開動，他
們就「七情上面」，「交戲」交到十足，翌
日某些亂港傳媒又可以大幅報道了。

如此這般的所謂 「新聞」 ，浪費
大量警力，市民不屑一顧，唯獨是個
別亂港傳媒和某記者團體卻樂此不疲
、如獲至寶，不僅一早便到場捧場訪
攝，還動輒與執法警員發生衝突，自
己也成了 「新聞主角」 。

這些只會發生在西環 「中聯辦」
門外的 「新聞自由」 ，令人 「大開眼
界」 ，使人看到了這種 「自由」 的醜
態與虛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