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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協調純屬空談
龔 言

林超英：
梁振英可團結港人

【本報訊】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在特首選舉期間，曾
協助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處理環保政綱，他表示，相信梁
振英可團結港人及落實政綱。

表示自己是支援而非支持梁振英的林超英，昨日出席
電台節目時表示，競選期間是梁振英主動找他協助處理環
保政綱。林超英說，協助梁振英聯絡了十多個環保團體，
分析他們的意見及讓教授分析，過程類似政府決策機構模
式，亦體現大家用心一起寫政綱。

林超英指出，梁振英有感染力，競選期間有不少人受
他對香港有承擔所感染，主動提出協助，相信他可團結港
人及落實政綱。林超英強調，梁振英是真正關注基層的人
，這種政治領袖很少見，對他有信心。他又指，應該選擇
較有遠見的行政長官人選，而不希望繼續見到由財團控制
的局面。

對近期有政府高層被指收受利益或款待，林超英感到
痛心疾首。但他不擔心香港變成不廉潔社會，但要警惕及
剔走小部分受誘惑的人。林超英希望梁振英上台後，首要
為本港確立廉潔奉公的精神，並非只是針對公務員，而是
所有機構。他期望新政府將所有高官，包括行政長官納入
管理、管治、管制貪污和收受利益的法律和規例當中。

被問到將來會否繼續支援梁振英，林超英表示，自己
是退休人士，不會再參加任何工作，作為普通市民，未來
只會以寫投訴信提出意見。他又以 「零機會」去回答自己
加入新政府團隊的可能。

民主黨擬派兩人
出爭「超級議席」

【本報訊】民主黨計劃派出兩張名單，分別由涂謹申
及尹兆堅領頭，角逐九月立法會選舉的新增區議會功能界
別 「超級議席」。地區直選則會有八張名單，而五區中有
三區會由新人接替現任立法會議員出選。全部名單將在七
月二十二日的民主黨誓師大會上確認。

民主黨昨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討論九月出戰立法會
的推薦名單。民主黨選舉委員會主席楊森在大會後舉行的
記者會上表示，該黨決定派現屆九龍西立法會議員涂謹申
和葵青區議員尹兆堅分率兩隊爭奪 「超級議席」。

楊森指，涂謹申和尹兆堅的路線和風格不同，涂謹申
有多年議會工作經驗，尹兆堅則有二十多年的社會運動經
驗，民主黨會為二人爭取兩種不同票源，在 「超級議席」
方面有機會 「坐一望二」。楊森聲稱，民主黨亦會參與反
對派就競逐 「超級議席」協調討論，說明部署的因由，但
相信經協調後該黨改變部署的機會不大。

地區直選方面，在港島 「戰區」，民主黨副主席單仲
偕會接替身陷 「求愛不遂怒炒女助理醜聞」的甘乃威；九
龍東則由黃大仙區議員胡志偉接替退休的李華明，但楊森
稱，李華明將協助胡志偉參選，但不會排在名單第二、三
位出戰；九龍西方面，黃碧雲頂替轉戰 「超級議席」的涂
謹申排頭位出選，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將首次參與直
選，排在名單第二位；新界東則有劉慧卿及黃成智分別以
兩張名單出選；新界西有三張名單，分別是何俊仁、李永
達及屯門區議員陳樹英。

至於張文光盤踞多年的教育界議席，會改由同屬民主
黨的教協主席馮偉華出選。至於民主黨成員是否還會參選
其他功能界別的選舉，楊森稱尚未討論。

【本報訊】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
出席民建聯路向營時表示，希望民建聯推
薦人才加入政府。民建聯昨日公布，設立
一個遴選機制，給有興趣的成員或會員報
名，暫時未知有多少人報名，強調民建聯
向政府輸送人才是 「重質不重量」。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民建聯一向
重視人才培訓，希望能夠向下屆政府推薦
人才，計劃設立一個遴選機制，考核及篩
選有志加入政府的成員，希望物色有理念
、有承擔及有政治工作能力的人才加入下
屆政府。

至於遴選機制的內容，譚耀宗表示，

申請當民建聯副發言人都有制度，例如要
經過面試、寫文章、應對傳媒等，而今次
的遴選方式未有定案，亦未預計有多少人
報名。他說，由於梁振英希望盡快 「埋班
」，故民建聯不會拖太久。

被問及推薦的人才希望晉身哪些政府
職位時，譚耀宗說，要視乎報名人士屬於
哪一類型： 「可以係政治助理，如果標青
再考慮其他級別。」至於已身在政府的民
建聯成員，將不會受到任何干預。

至於身兼行會成員的劉江華，如獲邀
請會否繼續留任？劉江華則回應： 「無人
問過我」。

大選戰小選舉 值得留意
辛文仁

一連兩日的民建聯路向營昨日結束，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副主席劉
江華、蔣麗芸和李慧琼昨日一同會見記者，由譚耀宗總結是次路向營的
收穫。

七月公布參選名單
民建聯在○八年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取得九席，連同功能界別的四

席，合共取得十三席。譚耀宗表示，總結上屆立法會選舉經驗，希望在
來屆多增議席，決定在全港分拆多條隊伍參選，好處是希望 「食到餘額
」，否則一條隊在當區參選，最多只能取得兩席。

按照民建聯暫時的計劃，港島區將拆兩隊、九龍西拆一隊、九龍東
拆一隊、新界東拆兩隊、新界西拆三隊， 「超級議席」拆兩隊。在尚未
計算其他功能界別議席的情況下，目標是爭取合共十一個議席，具體參
選名單將於七月公布。

擬拆三隊出戰新西
被問及有沒有跟其他建制派協調時，譚耀宗說，民建聯希望開拓新

票源，尋求突破，現階段未有跟其他建制派友好傾協調問題，但坦言，
來屆選舉會 「幾大壓力」，如果不分隊出選，就更加無機會取得更多議
席。他舉例說，如果在新界西配票好的話，是可以分拆到三條隊的。

當被問到會否把參選 「超級議席」中多出的區議員提名票撥給其
他友好團體？譚耀宗說，至現時為止，沒有人提出過要 「借」民建聯
的票， 「就算有，要說服地區兄弟都有難度……啲票唔係由袋裡拿出
來，可以隨便話留畀人，或者留畀自己，選民係有自己的選擇……支
持人哋係有難度，我哋自顧不暇，自顧都未搞得掂，仲要饋贈人哋，
係有難度。」

就外界一直盛傳劉江華和李慧琼將出選 「超級議席」，劉江華說，
「地區仍在醞釀中」，李慧琼就重申，個人意願仍然想留守九龍西選區

，她表示，今次路向營探討在新形勢中民建聯的新發展，黨友對她是否
參選 「超級議席」有不同意見。如果黨最終有任何決定，她會作出配合
： 「建制派係 『超級議席』要爭取第三席係有風險，但係新形勢下，如
果唔爭取市民支持，（民建聯）就要面對議席數目減少呢個事實。」

民建聯立選目標：
地區9席 超級2席

各黨派陸續就九月份立法會選舉公布選舉策略，力求
先聲奪人爭取佳績。民建聯昨日公布，將在全港分拆多張
名單出選，並明言在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 「超級議席」 的
競逐中，不會讓路給建制派友好政團，而是由自己分拆兩
條隊博取兩席，連同九個地區議席，希望在新形勢下取得
十一席。主席譚耀宗坦言，今次選舉會有很大的壓力及難
度，但希望打破舊有的選舉策略，分拆多隊以囊括更多議
席。

本報記者 宋佩瑜

向政府薦人才 黨內先遴選

記記者者
手記

民主黨昨日公布了九月出戰立法會的推薦名單
，民主黨選舉委員會主席楊森稱，中委會授權在特
殊情況下可以修改這一名單，但他相信 「無特殊」
。楊森的這句 「無特殊」當然是針對反對派就 「超
級議席」所作的協調所講。在與其他黨派協調之前
，民主黨就 「搶閘」宣布了將派出由涂謹申和尹兆
堅排頭的兩張名單出選 「超級議席」，但又口口聲
聲說會參與反對派的協調。其實民主黨分明是 「只
參與，不協調」。

出戰 「超級議席」的參選人，必須獲得十五個
民選區議員的提名。在反對派各政黨中，只有手握
四十七票的民主黨和十五票的民協有足夠的提名票
。民協的馮檢基早前已表明有意出選，民主黨又擬
派兩張名單。其餘想出選的反對派唯有四處 「借票
」。其實民主黨手中的提名票足夠三人入圍，被問
到是否願意 「借票」時，楊森一再推搪，先是說暫
時未收到來自其他政黨 「借票」的要求，又指這是
個假設性問題，要等收到要求的時候再討論。言下
之意，民主黨不僅不協調，更不會 「借票」。

楊森昨日更誇下海口說，以民主黨的地區工作
實力，有機會取得兩席 「超級議席」。但論全港知
名度，涂謹申遠高過尹兆堅，加上尹兆堅是從街工
「過檔」民主黨，並非嫡系，若到了選情危急時刻

，民主黨分分鐘 「棄尹保涂」，所謂的 「坐一望二
」真是 「得個望字」。早前亦有傳民主黨主席何俊
仁出戰 「超級議席」，不過，何俊仁在早前特首選
舉中 「最差男配角」的形象太過深入人心，最終他
還是選擇固守新西 「老巢」。

對於 「超級議席」，民主黨機關算盡，反對派
各黨亦是各懷鬼胎。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早前就 「深
明大義」地提出，反對派 「必須就超級議席協調出
三條隊伍，選情才能達致最佳效果」，又指 「希望
三名候選人會來自不同黨派」。但民主黨就聲稱他
們派出兩張名單對反對派勝算有一定幫助，民協亦
堅持參選，街工、工黨等也對超級議席虎視眈眈，
梁家傑的 「三條隊伍」計劃勢必落空。由此看來，
反對派就 「超級議席」的部署早已是 「各人自掃門
前雪」，所謂 「協調」根本只是空談而已。

其實，不單是反對派各黨間難以協調，民主黨
內部同樣是勾心鬥角。早前民主黨的黨內民調顯示
，排九東頭位的胡志偉暫只得百分之八的支持度，
李華明則有百分之三十的支持率。民調結果更發現
，一旦李華明不選，其部分票源將流向社民連前主
席陶君行。在如此情況下，將告退休的李華明都不
肯在民主黨九龍東名單排二、三位參選。楊森
昨日連番幫李華明解畫說，李會協助胡參選
，但由於個人考慮不排名單，又強調 「無
咩私人恩怨」。究竟李華明是出於什
麼個人考慮，大家心照了。

去年和今年是選舉年，所謂選舉年包括區議會
選舉、特首選委選舉、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但
其實有很多影響政壇的小選舉，都相當值得留意。

工聯會在區議會選舉中取得約三十席，特首選
戰中手握六十票，絕對是左右大局的政團，未來立
法會選舉更打算以 「風車戰術」，由昔日 「票后」
陳婉嫻推動五區，希望將立法會議席增至八席。如
此舉足輕重的一個政團，今日將舉行換屆選舉，究
竟 「舵手」鄭耀棠退居二線，對工聯會影響有多大
？新任會長如何帶領工聯會迎接未來，特別是九月
的立法會硬仗，都絕對值得港人留意。

工聯會在多個選舉中勢頭大好，但面對立法會
選舉，從來都必須建制派間配票協調，鄭耀棠任榮
譽會長一職，相信仍會在協調工作上擔當一定角色
，因此換屆過渡不成問題，反而是反對派區選後已
見到全面分裂， 「超級議席」上更見互不相讓，建
制派最終能否因而得利？當然，建制派的協調工作
亦存隱憂，未來數個月的協調工作，將會決定選舉
結果。

另一方面，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出席工聯
會會員大會，而且更主動自薦為工聯會頒授第四十

萬張會員證，令工聯會中人喜上眉睫，而CY未來
兩日將會見不少 「唐營」人士，相信會面內容絕不
止政策範疇，如何在會面中釋出善意，做到真正的
和解，確實令人期待。距離上任仍有兩個多月，且
看梁振英如何把握這 「黃金七十二日」。

立法會選舉將於九月九日舉行，往屆立法會選
舉多在灣仔會展中心點票，不過，近年會展場地長
期爆滿，上屆立法會選舉的中央點票站已設在九龍
灣的國際展貿中心。而今屆又有新增的「超級議席」
，選舉事務處預計中央點票站需要有四萬平方米的
空間，以容納四千個由投票站運來的票箱，並點算
估計超過一百萬張「超級議席」的選票。最後，選舉
事務處選擇了亞洲博覽館作為中央點票站的場地。

二○○七年特首選舉亦曾在亞洲博覽館點票，
由於交通較為不便，令行家叫苦不迭。今屆特首
選舉移師會展，大家都覺得好彩，但想不到九
月又要山長水遠到亞洲博覽館看立法會選舉
點票。有記者最擔心就是在亞洲
博覽館 「通頂」，到時無嘢 「醫
肚」。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右二）與副主席劉江華（左一）、蔣麗芸（右一）和李慧琼
（左二）一同會見傳媒，總結路向營的收穫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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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辦事處重慶市渝中區學田灣東方花苑B座19-1TEL:(23)63628921 FAX:(23)63628921＊江西辦事處南昌市北京東南洋花園A4-5TEL:(791)8308129 FAX:(791)8308329＊湖南辦事處長沙市芙蓉晚報大道時速風標大廈1311室TEL:(731)82193515 FAX:(731)82193525＊廣西辦事處南寧市星湖路59號景湖假日大酒店2樓TEL:(771)5802399 FAX:(771)5802399＊新疆辦事處烏魯木齊市中山路477號自治區人民政府綜合辦公室樓303室TEL:(991)2803003 FAX:(991)2803003＊珠海記者站珠海市香洲區吉大路53號新華大廈1106室TEL:(756)3225869 FAX:(756)3225869＊澳門聯絡處澳門水坑尾街321號泉雅閣3樓A座TEL:(853)28354510 FAX:(853)28354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