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提出將政府架構擴大至
「五司十四局」 ，他昨日在答謝大會上表明，有信心於
七月一日上任前完成組班，目前工作順利，又指今次的
交接與過往不同，相信在各方配合下可做好準備工作。
對於擔任其競選辦主任的羅范椒芬出任候任特首辦主管
一職，梁振英表明只是臨時的安排，正式的特首辦主任
一職另有其人。羅范椒芬重申未來不會加入問責團隊，
但處理重組政府架構的工作是當仁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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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曾蔭權日前表示，現屆政府會全力配合下屆政府的架
構重組，並希望在七月一日前完成相關程序。梁振英稱，今次的交
接與以往不同，是回歸後首次出現，故更要日以繼夜作準備，有信
心在現屆政府和候任特首辦配合下，可以做好所需的工作。他表示
，組班工作正密鑼緊鼓進行，目前工作順利，強調香港需要齊心合
作，相信不少有志和有能力的人士，會願意和他一起服務市民。

未來特首辦主任非羅范
羅范椒芬日前獲委任為候任特首辦主任，有人質疑是違反不會

重返政府的說法，甚至質疑她以往推行教改時曾引起教師不滿，有
可能影響新一屆政府的威信云云。梁振英昨日否認羅范椒芬是負資
產，並肯定她過往一段時間所對他工作的幫助，強調她的工作只是
臨時性質，任期到六月三十日會完結，不會在新一屆政府擔當任何
崗位， 「我知道有一些揣測就是羅太會否是特首辦主任，我可以告
訴大家，特首辦主任另有其人。」

梁振英解釋，不以未來 「正印」擔任候任特首辦主任一職，是
因為另有工作安排，但要到適當時候才會公布人選，又不認同讓羅
范椒芬加入臨時團隊是 「捉字虱」。

與現政府溝通協作良好
對於外界質疑在 「雙非」孕婦私家醫院零配額，以及興建焚化爐

的態度上，兩屆政府的取態不一，梁振英強調，他與現屆政府溝通良
好，協作和交接都沒有問題，現時的政府仍然運作良好。他又表示，
否決興建焚化爐是立法會議員的選擇及決定。他又稱，對焚化爐及
「雙非」孕婦的態度早已在政綱中論述，未來會根據當中提出的主張

去做，認為自己和下屆政府應該要落實政綱內容，才是向選民和社會
交代的應有態度。

羅范椒芬認為，自己並非加入新班子，現時只是在一個過渡性的
特首辦工作，合約於六月三十日便完結，之後亦不會加入問責班子。
她又表示，社會要與時並進，人亦要因時制宜， 「我看到社會有需要
我幫手作架構重組，所以我認為既然梁生（梁振英）當選了，政府架
構對新政府重要，所以我亦是當仁不讓。」

【本報訊】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有黨
員提出有興趣加入下屆政府班子，民建聯中委
會明天會討論考核和遴選機制，預計遴選工作
在五月中完成，屆時會向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提出推薦的人選。譚耀宗表示，對推薦資深黨
員或現任區議員有保留，因為會影響選區的工
作，亦可能會出現補選。

譚耀宗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有
黨員已經提出有興趣參加入下屆政府，民建聯
中央委員會將於明天討論具體的遴選機制，亦
會找專人負責遴選小組的工作。他預計遴選工
作五月中完成，向下屆政府提出建議人選，但
最後的選擇都由梁振英和其政府決定。

關於人選和遴選方向，譚耀宗表示，目前
有意向人士都是自薦或是通過委員會和支部介

紹，遴選小組屆時會進行面試、研究和分析哪
些人最合適。他表示直接向他提出自薦的人不
多，而他自己也不會加入政府，會留機會給年
輕人。他表示，選擇人才的關鍵是質素，合適
最重要，不可以勉強推薦。

須 「信得過」 及 「有台型」
被問到會否擔心遴選人才將影響九月的立法會
選舉，譚耀宗表示，立法會選舉名單是七月中
出，而向新政府推薦名單將於五月中出，一前
一後，相信問題不大。 「會分開處理，入政府
的就不會參加立法會選舉」。譚耀宗坦言，在
今次遴選上，民建聯對於現任區議員是 「難以
取捨」，因為若該黨員離開原來的選區，將影
響日後工作，又可能出現補選。他相信遴選小

組會做全面的平衡，但最關鍵還是看該名黨員
自己的意向。

另外，譚耀宗早前接受本報專訪時，透露
挑選人才加入政府的準則，除了與梁振英的理
念一致、有承擔、具政治能力外，品格亦要良
好， 「信得過」及 「有台型」。如果本身是區
議員，他的好處是政治能力會較高，熟識地區
工作，但如果區議員加入政府而最終要進行補
選，居民未必喜歡，所以要小心評估。

至於現職政治助理的民建聯成員，會否像
陳克勤那樣，退出政府班子後競選立法會，達
至一個 「旋轉門」效果？譚耀宗認為，有一定
難度，因為現職政府的民建聯成員已失去原有
基礎，即使再參選立法會，未必可以配合得到
， 「（他們）可能要再等，再做下工作先。」

譚耀宗：續有黨員想服務政府

梁政良政各界滿期待
【本報訊】昨日出席答謝大會的政商界人

士，都對梁振英上場後組班以至穩定經濟有信
心，並對梁振英帶領香港穩中求變充滿期待。

在特首選舉中提名唐英年的全國政協常委
、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表示，出席答謝大會
是展示大團結。他說，應摒除以往歧見，一起
團結支持下屆政府管治。鄭家純又指，梁振英
上任後不會刻意遏抑樓價，相信他會照顧置業
人士，並透過市場供求，令樓市持續健康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梁振英對
香港長遠發展的各個方面都有大的抱負，相信

他能夠全心全意為香港，帶領社會穩中求變。
盧瑞安又指，隨着內地不斷進步，香港的旅遊
業不能只聚焦一般的購物，必須將自由行優質
化。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說，梁振英當選，只
是 「萬里長征」走出第一步，未來五年的管治
道路曲折及艱難，社會要齊心一致支持梁振英
。他又說，選舉期間，不論支持或反對哪一位
候選人，競選過後彼此要齊心搞好香港。

滙控前執行董事鄭海泉表示，無論任何人
當選特首，有金融經驗的人士都應該為香港做

事，鞏固金融中心的地位。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表示，梁振英上場後

需要處理競爭法、 「雙非」孕婦衝關和新界僭
建等燙手山芋，以梁振英較為強勢的作風，相
信他會先提出主張，才進一步與持份者談判。

香港菁英會主席洪為民表示，梁振英的支
持者當中很多都是青年人，青年人思變，對梁
振英的施政充滿期待。他指出，過去香港缺乏
具體的青年政策，在教育、就業、福利、青年
領袖培養等各方面都是各自為陣，希望未來能
夠串聯貫通起來。

【本報訊】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至今未有透露其新班子名單，外
界繼續捕風捉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藝術發展局主席馬逢國，被
傳為會執掌新設的文化局，他稱若有機會並能力所及，會義不容辭。
至於多位有傳會加入問責團隊的人士亦有出席答謝大會，但均表示未
有人邀請。

馬逢國：若有機會義不容辭
馬逢國表示，到這刻為止都未有收到邀請，但只要有機會並做得

來，就會義不容辭去做，而且只要涉及文化工作，他對任何崗位都有
興趣。馬逢國曾表示有興趣參加今屆立法會選舉，他稱目前先集中研
究是否參與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未知何時會作決定，但服務市民的心
不會變。

滙控前執行董事鄭海泉及恒生銀行副董事長梁高美懿皆有出席答
謝大會，但均表示未收到加入下屆政府的邀請。

醫學會副會長周伯展表示，如果真的有人找他加入政府團隊的時
候，他會考慮，但目前暫時沒有。對於梁振英早前提出明年私家醫院
「雙非」孕婦零配額，周伯展說，這對香港整個大局是好的，希望個

別醫院和人士亦以香港長遠發展為本。他又指，醫療產業的發展應不
僅限於婦產科服務，而是將整個大配套做好，才能發展好。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則笑稱，自己腦部曾做手術，思考速度不如
以往般快，而且易感到累，相信不會勝任政府職位，又稱七月至八月
會外遊，暗示不會出任下屆問責團隊的職位。前嶺大校長陳坤耀亦表
示，無計劃加入新政府班子或行政會議，稱希望可以專注教育工作。

另外，一直支持梁振英參選的前布政司鍾逸傑，就讚揚發展局局
長林鄭月娥，認為新政府需要她這一類的人才。他相信梁振英在考慮
人選時，目前的問題是選擇太多，而非人才不足，又不認為梁振英現
時民望偏低。

會否加入新班子
與會者各有說法

關 昭

凝聚正能量 齊心撐香港
社 評 井水集

昨日下午，候任特首梁振英舉行答
謝會。他在致辭時謙遜地將自己比作是
「半途出家」 ，表示未來路途上需要的

不是一個人的智慧和力量，而是社會的
集體智慧與力量。他說，七百萬港人當
中，有龐大而明顯的正能量凝聚。

這位香港社會未來五年的掌舵人，
一番肺腑之言，不僅向社會傾吐了誠摯
，亦展露出了堅定與自信，可謂情真意
切。

堅定與自信何來？原因就在於，得
到中央政府的信賴支持，感觸到香港社
會期待 「穩中求變」 的跳動脈搏。這就
是他 「會盡力去做」 ，高擎 「大和解」
旗幟，絲毫不迴避社會深層次矛盾，爭
取香港社會繼續向前、向好發展的動力
來源。

當前香港社會， 「大和解」 「大團
結」 的進程正在令人樂觀地展現，並形
成社會共識。早前，梁振英馬不停蹄，
在出席民建聯 「路向營」 和工聯會會員
大會後，又分別會晤了 「經濟動力」 和
自由黨等政黨社團組織，本星期還將與
反對派一些政黨人士會晤。所談內容，
範圍廣泛，牽涉香港社會各個方面，而

且在一些重大的政策上形成了共識。儘
管打造 「香港營」 將是一個複雜曲折的
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但梁振英這個
旨在凝聚社會各界力量的追求，正越來
越顯示出無比巨大的魅力，並成為落實
「適當有為，穩中求變」 政綱的保障。

「適當有為，穩中求變」 不僅是一
個漂亮政綱，一幅優美藍圖，它更是香
港未來發展的務實需要，是社會共同呼
聲和民眾的普遍期待。在這個新舊交接
的時期，未來特首求 「穩」 求 「變」 的
追求，已經逐漸地讓人們看到了客觀、
務實和堅毅果敢的一面：早前，梁振英
表明， 「不保證明年 『雙非』 孕婦在港
生育的子女有居港權」 。他又重申，未
來特區政府會利用豐厚的儲備，支持中
小企業發展。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他
談及治港思路，亦強調了 「政府要有所
作為」 的理念。而且，未來特區政府五
司十四局的規劃，亦已公諸於眾。這一
切都表明，一個適應內外環境變化，符
合香港社會實際的政策綱領，正在趨於
完善並得到細化。

梁振英之所以會得到中央政府的肯
定，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受到市民大

眾的擁護，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具有勇
於求新求變的膽略和勇氣，在於所提出
的政綱切合社會轉變的實際。而來自於
社會各界的共識、來源於基層民眾的期
待，正是其充滿堅定信念的精神支柱。
這一點，在選舉前與選舉後的 「落區」
中，在推動 「大和解」 與各政黨團體及
各界精英名流的請益中，他已經深深地
感受到了。按照梁振英自己的話說，就
是 「齊心寫政綱」 。

香港社會正面臨一個由承前向啟後
轉變的重要時期，在這一過程中， 「變
」 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然而，要做
到這一點，社會各界的和衷共濟、市民
大眾的齊心協力、鼎力支持便不可須臾
或缺。這就是社會的正能量，凝聚這個
正能量至關重要，如此才能推動香港
「穩中求變」 ，實現 「不斷繼續向前行

，向好發展」 。
政府的交接事關重大。現在距離新

特首上任只有兩個多月時間，時間緊迫
，市民大眾、社會各界，應當以自己的
行動支持未來特區政府平穩交接，齊心
撐香港，順利翻開 「穩中求變」 的歷史
新一頁。

請對羅范椒芬公平些
候任特首梁振英昨日透露，羅范

椒芬只是出任 「候任辦」 主管，將來
「特首辦」 主任另有其人。羅太在同

一場合亦強調只是協助候任特首進行
架構改組事宜，並非 「重返」 。

此次梁振英參選特首，除了他本
人備受矚目外，另一個廣為傳媒報道
的人物便是羅范椒芬，而報道的焦點
不是羅范何時再為政府效力，而是要
「喝停」 、 「不許」 她重返架構，甚

至對之百般醜化，實行人身攻擊。
羅范是不是一個非常稱職或不可

多得的人才？不妨討論；但是，攻擊
羅范的人，強調的只是她的工作作風
強悍、獨斷獨行，與她曾主管的教育
界關係惡劣等；但是，在強調這些缺
點或不足的同時，那些人為什麼絕口
不提她在政府工作三十多年的努力與
貢獻？為什麼絕口不提她對教育工作
的滿腔熱誠？她在奉調教局 「常秘」
之時，為了想更熟悉教育、更好工作
，一周多天在上班前、後到中大修讀
教育學院的碩士課程──這完全不是
工作上的規定，而是她對自己的嚴格
要求；教改工作困難重重、阻力頗大

，但羅范是全心全意、迎難而上，也
因此與教育界產生了一些矛盾。

看一個人，應看其優點、看其本
質，而不是只在一些具體工作方法問
題上抓住不放。在羅范椒芬身上，應
該看到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愛國愛
港、愛工作、有能力，才是羅范的本
質而不是其他。

排擠羅范，除了其個人工作作風
上確有可資改善之處外，反對派議員
和亂港傳媒之所以如此針對她、不喜
歡她，另一個原因是她一貫堅持愛國
家、重歷史、推行國民教育的立場，
這才是一些人對她如此 「痛恨」 的主
要原因。

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政務司長林
瑞麟身上，港人最渴望的二○一七可
以普選特首、二○二○可以普選立法
會，正是在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任
內成功提出並獲中央首肯的，如今他
卻反而成了口頭民主、普選的政客和
亂港傳媒所針對的目標，這不是太荒
謬了嗎？

◀梁振英表示，有
信心於七月一日上
任前完成組班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羅范椒芬（中）重申，未來不會加入問責團隊。圖為她昨日
在答謝大會上，與旅行家李樂詩（左）及藝人肥媽Maria（右）
合照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梁振英在答謝大會上與支持者親切握手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