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聯會選出新一屆領導層，最終由現任副會長
林淑儀以大熱姿態接任，吳秋北則續任理事長一職
，而原任會長鄭耀棠和副會長陳婉嫻則退居二線，
出任新設的榮譽會長。鄭耀棠稱，未考慮加入新一
屆行政會議，但回歸後工聯會一直有代表參與行會
，若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邀請，他們會考慮派人加
入。林淑儀表示，上任後會以加強工會基礎建設，
推動工會持續發展為目標，而工聯會將於各區派人
參選立法會。 本報記者 陳錦輝

工聯選新班子
林淑儀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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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別錯解秋後算帳

梁振英當選後，已沒有梁營唐營何營之分，有
的只是香港營。像這種大和解大團結的呼籲，各方
應欣然接受才對。肆意找岔子，對己對人都無益。

眾多找岔歪論中，宇文劍最看不起的是 「秋後
算帳」。偏偏，反對派中人最愛用，非梁營的某些
人愛用，反對派喉舌報記者也用完再用。由現在開
始，宇文劍請這些人別再用。否則，人家會以為港

人的中文水平原來這麼低。話說回來，反對派原就
是 「為反對而反對」，水平奇低。反對派喉舌報記
者，也是鸚鵡學舌，還以為自己的問題好「尖銳」。

候任特首不先找 「某營」人士問意見，便是
「秋後算帳」？

候任特首組織新政府班子，未考慮或不考慮向
「某營」人士招手，又是 「秋後算帳」？

講 「秋後算帳」，就應先理解何謂 「秋後算帳
」。 「秋後算帳」的一個意思，是比喻 「事後待時
機進行報復」。明清時代固定於秋後 「斬犯」（嘉
慶之後又改為隨判隨斬），此因農民在秋冬收割後
最閒，地方官動員民眾觀看死刑也方便。春夏分別

象徵萬物新生及生長蓬勃，都不適宜取人性命。秋
冬蕭條，且一年將盡， 「斬犯」也無大避忌。

「秋後算帳」用於現代雖並不就是說 「取人性
命」，惟總有 「懲罰」意味，且罰則不輕。簡單而
言，可以說 「我如今好忙，待稍後我有空才炮製你
。」找阿甲先談，問意見，只因一日只有二十四小
時，與阿甲談完已經日落西山，明日再找乙談，本
屬人之常情，這與 「親疏有別」、 「秋後算帳」怎
扯上關係？

組新班子未考慮或根本不考慮某人，只可說
「沒理會某人」，絕不能說 「嚴懲」某人， 「秋後

算帳」對此也難沾上邊。
請想一想，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特首可以

肆意報復嗎？把 「秋後算帳」掛在嘴邊的人，
自己無所事事便罷了，別浪費真正想做
實事的人的時間啊！找岔子，也別那麼
沒水平！

宇文劍

【本報訊】就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約道七號大宅的僭建
地庫事件，屋宇署昨日表示，至今仍未能再次進入大宅調查
，但近日已與業主安排會面以協助調查。屋宇署已要求在僭
建地庫弄開缺口，取走樣本，用以調查確認地庫是否在二○
○七年批出入伙紙前已經建造。

就唐英年大宅僭建地庫可能涉嫌觸犯建築物條例，屋宇
署發言人稱，目前調查主要重點是何時及如何建造，調查工
作包括翻閱相關紀錄，例如屋宇署檔案及高空相片，搜集僭
建物現況資料，並向有關人士錄取口供，包括認可人士、註
冊結構工程師、註冊承建商、地盤監工及物業業主等。

屋宇署已要求在僭建地庫弄開缺口以便檢查，並於有需
要時取走樣本檢驗，以協助調查工作。發言人稱，該署正與
業主委任的認可人士商討有關安排，不過截至昨日，屋宇署
仍未再次進入約道七號大宅作進一步調查。

發言人稱，屋宇署最近已與業主安排了時間進行會面，
以協助調查工作。發言人重申，會繼續以不偏不倚態度，按
既定程序調查有關個案。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早前表示，屋宇署爭取在五月底提
交調查報告，由律政司決定是否提出檢控。而屋宇署署長區
載佳曾稱，調查此案涉及向四十多名證人錄取口供。

屋署查唐宅僭建
將抽取地庫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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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劉夢熊昨日到元朗東頭
村視察村屋僭建，並出席居民申訴大會。劉夢熊表示，有關
問題應交由現屆政府在餘下任期處理，已去信特區政府，要
求特赦沒有結構危險的村屋。發展局發言人表示，未收到劉
夢熊的信件，強調處理新界僭建物，會依法辦事。

劉夢熊昨日與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一齊視察元
朗東頭村，該村大部分的村屋都有四層或以上。劉夢熊表示
，已去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要求政府
全面普查新界村屋的結構安全，假如沒有即時危險，就應該
給予特赦， 「我希望他們在本屆政府六月三十日之前，就此
問題作出一個政治的決斷，能夠不要將這些歷史遺留問題、
這些 『豬頭骨』拖到下屆政府。」

對於按舊契興建的村屋，有村民提出司法覆核要求釐清
是否屬於僭建。劉夢熊表示，對新界僭建問題，港英政府及
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有不容推卸的責任，但處理港九新界的僭
建，則難以劃一，因新界丁權持有人，不能申請公屋或要以
特定準則購買居屋。

梁福元則表示，假如政府清拆村屋僭建，會衍生龐大的
安置問題，雖然村民已陸續收到政府的僭建申報表，但相信
大部分村民都不會向政府申報。梁福元又說，候任特首梁振
英若要發展新界，應與鄉議局和諧合作。

劉夢熊去信政府
促特赦無危村屋

【本報訊】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討論今
年立法會選舉實務安排，有議員指出，市民對新增區議會功
能界別了解不足，或會出現誤投情況，要求當局加強宣傳，
並加強對投票場地工作人員的培訓。

關於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安排，選舉管理委員會早前發出
相關指引，日前正進行公眾諮詢。政制事務委員會於昨日開
會討論具體安排，會上，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指出，市
民對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的了解不足，投票時或會出現
混淆或誤投，要求當局加強宣傳教育。另有議員指出，曾發
生過選舉現場工作人員錯誤指導市民填選票的情況，提醒當
局加強對現場工作人員的培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認同需對上述可能的錯誤
加強警惕。他表示，當局稍後會組織活動呼籲選民投票，屆
時會詳細介紹有關議席。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李柏康
指，選民如果投錯票，將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的選票投到地
區直選的票箱，會有補救措施，即選票最終會運往設於亞洲
博覽館的中央點票中心處理。

另有議員關注學術機構若進行有關票站的調查會否受到
限制。譚志源表示，根據選舉指引諮詢文件，公開表明支持
某參選人的機構或個人若申請做相關調查，當局一般不會批
准，獲批的調查機構和人士則需簽署承諾書，保證在投票結
束前不公布結果或做預測。

此外，立法會昨日並開會討論有關行政長官申報利益及
避免潛在利益衝突的安排。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梁松
泰表示，會就如何改善機制收集議員的建議，轉交由李國能
擔任主席的獨立檢討委員會研究。特首辦副私人秘書蔡傑銘

表示，行政長官作為行政會議
主席，每年都要申報各種利益
，如有改變需有通知，禮物饋
贈亦有公開紀錄。不過，他亦
提到，特首若以私人身份參加
活動或休假等，特首辦將不會
有相關紀錄。

新屆立選易誤投
議員促加強宣傳

【本報訊】最近有免費報章刊登不雅物品引
起社會廣泛關注，政府昨日公布就《淫褻及不雅
物品管制條例》檢討展開第二階段公眾諮詢，為
期三個月。當局建議倍增違反條例的最高罰款及
提高再度定罪人士的監禁期，亦就如何改革淫褻
物品審裁處的制度提出兩個方案，均涉及將評定
物品類別的行政職能從審裁處中剔除。

政府於二○○九年完成《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條例》檢討的首階段公眾諮詢，搜集各界意見
。結果顯示，各界大致贊成保留現時《條例》的
規管制度，以及加重刑罰以加強《條例》的阻嚇
作用。

監禁罰則增至兩年
政府昨日再展開《條例》第二階段公眾諮詢

，建議觸犯淫褻物品罪行，由現時最高罰款一百
萬元，提高至二百萬元，監禁年期維持三年；不
雅物品的違例者方面，首次定罪，罰款由四十萬
元增至八十萬元，監禁年期維持一年，再次定罪
，罰款再增至一百六十萬元，監禁年期由一年增

至兩年。
由於司法機構表示現時審裁處須同時履行評

定類別的行政職能和司法裁定職能並不理想，當
局建議將評定物品類別的行政職能從審裁處中剔
除，並提出兩個改革方案：一是由政府委任法定
審裁機構及上訴委員會，代替淫審處，評定淫褻
物品的類別；二是廢除淫審處的行政職能，由法
院直接裁定物品類別。

提改革淫審處兩方案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在政府總

部會見記者時指出，審裁處處理的個案中屬行政
職能的個案數目只佔極少，以去年為例，審裁處
處理的個案中行政評定類別的個案數目只佔不足
百分之三；其餘個案均屬司法裁定類別。而改革
淫審處的兩個方案涉及不同的考慮因素，方案一
保留了現有規管制度的優點，但政府委任獨立的
委員會可能會被質疑變相操控價值觀、打壓言論
自由，方案二直接由法院裁定物品類別，可以排
除個別人士的擔心，在立法程序上亦可更快做到

。蘇錦樑強調，無論採取何種方案，當局絕對不
會打壓言論自由，亦要得到社會的廣泛共識才可
推行有關建議。

被問及為何時隔三年才再就《條例》檢討展
開諮詢，蘇錦樑表示，因為首階段就七個範疇進
行諮詢，市民和不同持份者就某些範疇未有明顯
共識，一些較為複雜的問題亦需時解決。因此，
在推出第二階段諮詢時，當局收窄了範圍，並提
出了較為具體的建議。至於諮詢期將到七月十五
日，已是下屆政府任期內，蘇錦樑說，無論現屆
或下屆特區政府，都希望保障青少年獲取健康資
訊。

蘇錦樑又表示，大多數公眾人士支持加重罰
則以加強阻嚇作用，而最近有免費報章刊登不雅
物品亦再度引起關注，就此公眾可就提高《條例
》最高罰則的建議，發表意見。對於新媒體包括
互聯網的監管，蘇錦樑表示，公眾有好大分歧，
政府建議成立常設聯絡小組，檢討現行規管機
制，亦會協助業界研發過濾軟件，加強公眾教
育。

嚴打淫報 不雅品刑罰擬倍增

【本報訊】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周三將與自由黨
會面，自由黨主席劉健儀昨日透露，當日將向梁振英
提出四點要求，包括定期會面、紓緩中小企營商壓力
、設立中產事務委員會以及提出符合市民期望的土地
供應和房屋政策。她又表示，沒有計劃向梁振英推薦
人才，但如果對方認為黨內有合適人選，歡迎他親自
聯絡。

劉健儀昨日在立法會向傳媒表示，自由黨七名成
員將出席周三與梁振英的會面，包括：榮譽主席田北
俊、副主席周梁淑怡，三名立法會議員劉健儀、
方剛和張宇人，以及兩名全國政協委員楊孝華及
陳振東。

對於是否會推薦人選加入下屆政府，劉健儀表示
，每個黨派有自己不同的考量，未有接獲梁振英要求

推薦人選給下屆政府，自由黨亦沒有這個計劃，但若
梁振英認為自由黨內有合適人才加入新政府，亦不反
對梁振英直接與有關人士聯絡。劉健儀指出，梁振英
表明會用人唯才，應包括各黨派及非黨派人士： 「其
實他如果講是一個香港營，是包括各黨各派，或者是
非黨派的人選，他都應該是考慮的。始終來說，我們
都是那一句，希望候任行政長官能夠用人唯才。如果
他禮賢下士的話，必然會找到有能力的人士幫他去組
成這個班子。」

李大壯冀港台關係續向好
此外，在特首選舉中支持唐英年的香港台灣商貿

合作委員會主席李大壯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梁振
英當選後，未有機會與對方接觸，若將來有機會見面

，會與對方分享過去兩年與台灣合作的經驗，香港與
台灣合作的方向已在正軌，政府換屆不會影響合
作關係，希望下一屆政府繼續保持與台灣的良好
發展。

李大壯又說，唐英年在選舉後，需要時間休息及
重整未來方向，希望公眾諒解，相信唐英年是有心繼
續服務社會的，但暫時未知對方會否繼續從政。

對於香港與台灣的經貿合作，李大壯表示，外圍
經濟增長放緩，不排除會影響本港對台灣進出口的表
現，現時台灣對境外的投資有較高門檻，影響境外的
投資意欲，希望台灣當局放寬有關門檻，以及港台盡
快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商合會將於下月十六日在台灣
舉行金融研討會，探討港台在銀行、證券、保險業的
合作。

自由黨明晤梁振英提四要求

鄭耀棠形容自己優哉游哉

鄭耀棠陳婉嫻轉任榮譽會長
工聯會新一屆常務理事會昨晚投票，鄭耀棠退下火線，與另

一副會長陳婉嫻轉任新設的榮譽會長一職，而林淑儀則由副會長
升任為會長，調動即時生效。兩個副會長位置由原來的副理事長
潘佩璆和李麗貞接任，至於兩人的副理事長職位，則由民用航空
事業職工總會的張樞宏，以及服務業總工會的唐賡堯接任，其餘
常務理事會成員不變。

鄭耀棠笑稱，擔任會長多年，現時應該要讓位，故提出不希
望連任，怎料常務理事會在會長前再加二字， 「做工會那條命生
出來是為勞工打拚，這樣便盛情難卻。」他重申，暫未考慮加入
下一屆行政會議，亦要視乎梁振英的邀請，現時的目標是做到六
月三十日任期完結，而工聯會現階段對下一屆政府是着重於標準
工時立法等勞工問題。

至於工聯會是否該有代表參與行政會議，鄭耀棠表示，工聯
會目前有三十七萬會員，是龐大的勞工組織，自第一任行政長官
董建華開始，都有代表進入行政會議，若梁振英考慮委任工聯會
人士，他們會考慮派人參加。

林淑儀決加強工會基礎建設
新任會長林淑儀是全國政協委員，出任的公職包括策略發展

委員會委員、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委員、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委
員等，她亦是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委員。她表示，上任後目標正
如工聯會工作報告所述，會加強工會基礎建設，推動工會持續發
展，未來會致力培訓新人，並發展會員數目，希望吸引更多人加
入工會工作，以維護工人和基層的權益。

面對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林淑儀表明自己參選機會不大，
「膊頭很重，擔任會長後要與理事長擔起這大家庭，未想到這麼

長遠，首先要做好這份工。」

鄭耀棠不再連任工
聯會會長，改為擔任榮
譽會長，但仍是工聯會

政務委員會主任，意味着他在工聯會的發展中
仍會擔當重要角色。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是優
哉游哉，而榮譽會長只是一個名稱，未來仍會
為工會打拚。

續任政務委員會主任
工聯會首設榮譽會長一職，外界視為是替

鄭耀棠和另一原任副會長陳婉嫻度身訂造。
另一方面，工聯會在參政事務上一直要由該
會的政務委員會決定，鄭耀棠仍出任政務委
員會主任一職，顯示他仍會為工聯會的參政
事務把關。

鄭耀棠形容，自己出任榮譽會長是優哉游
哉， 「理事長負責打理家頭細務，會長負責聯

繫的工作，榮譽會長就是優哉游哉。」他又稱
，榮譽會長一職是由理事會按修章並作委任，
但只是一個職銜，他未來會繼續為工會打拚，
「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名稱（榮譽會長），仍會

繼續為工會打拚，為勞工服務。當然實質的權
力不在我們身上，但我們不在於取權，而在於
有這一個位置時，我們有更佳的平台為勞工基
層服務。」鄭耀棠表示，不知會擔任榮譽會長
多久，但不希望做到 「兩腳一伸」，而榮譽會
長雖然沒有實權，但工聯會做事不分職位，是
講求團隊合作。

新任會長林淑儀表示，工聯會內有聲音認
為，資深和對工會有貢獻的成員應有位置繼續
發揮效能，故參考其他團體後，修章新增榮譽
會長。她認為，即使不在原來的位置，工會人
士仍會投入工作，因為工會是講求團隊合作，
一同定出工會的方向。

▲工聯會昨日選出新一屆領導層。（前排左起）潘佩璆、梁富華、吳
秋北、陳婉嫻、鄭耀棠、林淑儀、黃國健、陳有海及李麗貞等拍攝大
合照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蘇錦樑昨日就《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檢討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會見新聞界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譚志源表示，當局稍後會
向選民詳細介紹新增的區議
會功能界別議席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