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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大團結是全港市民的願望，也是新一屆政
府可以良好施政的必要前提。為此，本報特闢欄 「大家
談 大團結」 ，邀請各界人士圍繞 「大團結」 議題自
由表述意見。如讀者對本欄有任何提議及意見，歡
迎電郵至tkpgw@takungpao.com.hk作交流。

編者按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出席建制派飯局
，被外界視為 「大和解」。負責牽頭的譚耀宗
形容，當晚會面氣氛良好，梁振英很有誠意，
十分認真地聆聽議員的意見，並親自作紀錄：
「佢停晒筷子，無咩點食餸，聽大家意見，並

逐一回應，更即時提供電郵畀大家，歡迎議員
隨時向佢提出意見。」

下月飯局多人答允出席
至於下一次建制派與梁振英的飯局，已定

於下月十八日舉行。譚耀宗透露，暫時有二十
一名議員答應出席，包括大部分上次沒有出席
的議員。據了解，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工業界
議員林大輝也答應出席。

就外界關注的組班問題，譚耀宗認為，梁
振英在組班過程中，一定會遇到一些困難，因

為基於各種原因，最心儀的人選未必會加入政
府，因而要另作他選。他建議，梁振英考慮邀
請 「唐營」人士加入新班子，以顯示團結。

面對現時的社會矛盾，下屆政府如何平衡
不同階層利益？譚耀宗說，暫時看不到社會沒
有共識、而梁振英一定要推行的政策，不擔心
梁振英上場後會側重某一階層。他以勞工政策
為例，當初對手唐英年的政綱比梁振英更進取
，例如唐英年承諾有薪勞工假期、增加分娩假
期等；至於標準工時問題，雙方都有提過成立
委員會研究，所以工商界根本不用擔心梁振英
會偏幫勞工基層而忽略他們。

至於如何修補現時行政立法關係緊張的局
面？譚耀宗建議，梁振英日後多接觸各黨各派
，將會面恆常化。在推行不同政策前，與各界
人士保持溝通，如果某些政策需要大轉變，就

要很小心；反之社會已經有共識的，就應該盡
快推行。

形容梁振英工作很投入
新一屆政府要處理現屆政府遺留下來的

棘手議題，例如 「雙非」和僭建問題。譚耀
宗形容梁振英是一名 「工作狂」，做事
很 「心急」，工作很投入，希望很
快有效果。在處理 「雙非」問題上
，梁振英可能已經掌握了民情民意
，所以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商
討後，就立即對外表達一個清晰的信
息，提出明年私院 「零配額」，結果
大家也受落。

至於村屋僭建問題，譚耀宗認為
，政府應該與鄉議局一早有共識和默
契，因為有關問題已討論多時。如果無即時危
險的僭建物，村民可以預先登記，這已經是較
容忍的做法。當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政府亦已
經有心理準備。

譯耀宗建議，梁振英應貫切競選其間多落
區及親民的作風，因為當社會認同及接受一個
政策時，推行時就會順暢一點。

譚耀宗：聽民意自然好辦事

「做打工仔的代言人，工聯會責無旁
貸。」 新任工聯會會長林淑儀，投身工會
工作四十四年，是工聯會首名女會長。林
淑儀表示，工聯會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支持
梁振英不代表 「例牌」 撐政府，會堅持做
好監督者的角色，為勞工階層發聲，期望
新一任行政長官在制訂政策時，不能為達
致 「大和解」 而單方面傾斜任何一階層。

本報記者 馮慧婷

林淑儀：堅持做好監督
工聯會誕生首名女會長

所謂 「男主外、女主內」
，上世紀中期，出外打工養家
活口的多數是男性，所以在工
廠內的工人以男性為主，工會

成員當然亦多是男性。作為工聯會首名女會長的林
淑儀，會否擔心自己不夠硬朗、不夠聲勢帶領一眾
打工仔？林淑儀直言： 「要 Fight（爭取權益）不是
靠衝擊，硬朗亦不是靠暴力，女會長亦可以很硬朗
！」

堅定立場以理服人
與記者對談一小時，林淑儀的面上總掛着開心

的微笑，每當談及家庭生活、買餸煮飯等事，更是
滔滔不絕，無不顯示出作為一名母親、妻子對家庭

的關愛。然而，談到工會的發展、社會時政、勞工
權益等問題，她的神色就立即嚴肅起來。

林淑儀坦言，男性在工會中一直擔當很重要的
角色，自己多少也感到有壓力，但她相信，自己堅
定的信念、立場以及過往豐富的經驗，一定可以做
好這個角色： 「很多人覺得要爭取權益、表達不滿
就一定要上街，甚至要使用暴力才能獲得社會的關
注，但其實要 Fight（爭取權益）不是靠衝擊，硬朗
亦不是靠暴力，女會長亦可以很硬朗！」

林淑儀認為，在為勞工爭取權益的談判過程中
，不是要看誰的聲音大、誰的手臂粗，而是要以理
服人，要讓對方明白提出訴求的原因、後果，自己
既要有堅定的立場，但亦要有溝通的技巧，這樣軟
硬兼施，才能事半功倍。

剛柔並重 爭權益不靠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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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工聯會近年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在
政策制訂的過程中為打工仔發聲，同時亦提供大量
「低於成本」的服務，組織長者去旅遊、組織基層

品嘗美食等，深受市民歡迎，但就被反對派說成是
以 「蛇齋餅糉」籠絡人心。林淑儀說，欣然接受「蛇
齋餅糉」之說， 「既然這些都是基層市民需要、歡迎
的活動，何樂而不為」。

林淑儀認為，所謂 「蛇齋餅糉」之說只是不了
解工會運作、工會的服務形式的人
為抹黑而製造出來的，工聯會提供
大量業餘進修課程外，亦為基層市
民提供很多價廉物美的服務，包括
醫療服務、以優惠價購物、組織外
遊活動等， 「這些都是市民歡迎的
服務形式，甚至有市民主動要求我
們組織美食團、遊覽團等」。

靠實力爭取市民認同
林淑儀表示，工會的一個重要

目標，就是要聯繫會員、團結會員
，所提供的服務並非免費、亦不是
靠提供服務來賺錢謀利： 「這是工
會一直以來的傳統，與選舉並無必
然的關係，即使不用選舉的時候，
我們亦一直提供這些服務，我們從
未忘記，工聯會是一個維護權益的

組織。」
對於九月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工聯會早已

敲定在直選的五大區各派一人參選，亦會派員參與
競逐新增的 「超級區議會」議席及兩個勞工界的議
席。被問到會否因為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支持梁振英
而在立法會選舉中獲得優勢，林淑儀表示，兩者並
無必然聯繫，工聯會從來都是靠自己的實力和努力
，真心為市民服務，爭取市民的認同。

欣然接受蛇齋餅糉

工聯會日前舉行會員大會選出新一屆領導層，身
兼全國政協委員的林淑儀以大熱姿態從副會長升任會
長。林淑儀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十多歲時父親生
病不能工作，一家人全靠工會的援助物資渡過這段最
困難的時期，自此，便與工會工作結下不解之緣。

投票CY不代表例牌撐政府
由一九六八年加入工會至今，林淑儀已從一個平

凡的電子廠工人，躍升為帶領三十多萬會員的領軍人
物。林淑儀說，最初加入工會主要是參加義工活動，
幫基層救急扶危、派發救援物資等： 「當時很多工人
住在木屋區，每逢打風落雨的季節，很多木屋都會水
浸或漏水，工人無家可歸，工會義工就會隨時候命，
去協助這些受影響的工人。」

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現時工會的性質、涵蓋面

亦有所不同。林淑儀介紹說，以前工會的角色是負責
做一些探訪工作，過年過節致送禮品或慰問金，幫會
員解決勞資糾紛，而現在除了這些基本的服務外，更
包括如何改善勞工環境、技能提升等多方面議題。

工聯會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全票支持形象較傾向
基層的梁振英。林淑儀說，投票支持梁振英不代表
「例牌」撐政府，工聯會的角色並無改變，就是要為

打工仔發聲，為基層市民爭取福祉，與政府的關係是
支持、合作、批評、監督， 「我們不是政府的一分子
，做打工仔的代言人，工聯會責無旁貸」。

要達大和解須訂溝通機制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一直深得基層市民歡迎，在

選舉過後亦積極與商界人士溝通，被外界形容為 「大
和解」。林淑儀指出， 「大和解」並不是靠單方面傾
斜任何階層，像制訂最低工資水準、商討訂立標準工
時等，勞資雙方需要一個溝通的平台，通過協商才能
最終達成共識。她認為，要達致 「大和解」，新任行
政長官在制訂政策時，要平衡各方面的權益，制訂溝
通機制，才能最終消除矛盾。

談及工聯會的未來發展，林淑儀表示，會繼續爭
取訂立標準工時、爭取退休保障，以及檢討最低工資
水準等，同時亦會堅持為會員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及培
訓課程。林淑儀還表示，隨着社會發展，工聯會提供
服務的方式亦不能一成不變，所以要吸引更多的年輕
人投身工會服務，讓年輕一代了解組織工會的意義。

梁振英將於七月一日就任新一屆行政長官，各界關注他如何團結各界。民
建聯作為全港第一大政黨，與政府關係可謂唇齒相依，黨主席譚耀宗接受本
報專訪時表示，議員與政府都有共同目標，就是搞好香港。他建議，梁振英
日後多落區，並與各黨各派會面恆常化，因為當政府願意聆聽民意、重視民
意，處理一些較具爭議的議題時，自然好辦事。

本報記者 宋佩瑜

減壓秘方買餸煮飯
林淑儀（儀姐）平時忙於工會會務，壓力當然不會

小，但她總是笑笑口、很開心的樣子。儀姐說，自己有
減壓秘方，就是每月都有一兩次親自買餸下廚與家人聚
餐。

不說不知道，原來儀姐廚藝了得，過年過節即使要
她自己煮九大簋招呼一班親朋好友都絕對沒有問題。儀
姐笑說，自己一向把做家務當作減壓活動，且買餸時亦
可以了解基層市民的生活，可惜往往放工時街市已關門
，很多時候只能到超市選擇快捷方便的半成品回家加工
。儀姐又說，平時最喜歡煮番茄，有益又好味，而炎炎
夏日，最好就煲冬瓜湯消暑，若不夠時間，就可以滾節
瓜湯。

花絮

未敢與棠哥較高下
不少政界人士、工會會員都知道工聯會榮譽會長鄭

耀棠（棠哥）有好歌喉，但原來儀姐也不弱，年輕時參
加工會工作，已經能歌善舞。儀姐說，自己最喜歡唱粵
曲，但就未有機會與棠哥同台獻技，不敢班門弄斧。莫
非一定要有好歌喉才能做到工聯會會長？

【本報訊】為阻截雙非嬰孕婦來港分娩，有消息指，
醫院管理局將於星期四開大會，討論內地孕婦衝急症室收
費大幅提高為九萬元的建議，加幅近九成。有關注港人內地
妻子來港產子遇困難的團體指，候任特首梁振英提出明年
私家醫院雙非孕婦零配額，開啟了解決當前困局的契機。

衝急症分娩費擬增至九萬
醫管局已完成衝急症室收費的檢討，昨日有消息透露

，當局考慮到現時公立醫院對非本地孕婦臨盆時才衝急症
室分娩的收費，只是四萬八千元，較已預約個案收費三萬
九千元只貴九千元，與私家醫院分娩套餐收費六萬至九萬
元更顯便宜，反成為衝急症室誘因，故此建議將衝急症室
分娩收費大幅提高近九成，達到九萬元。醫管局星期四大
會審議後，將最後建議提交政府考慮，實施日期由政府決
定，刊登憲報落實。

當局今年初評估，全年衝急症室分娩個案會達一千八
百宗，較去年的一千六百宗增加一成，預計明年再增一成
，達到二千宗。不過消息承認，這數字尚未計算梁振英提
出明年雙非分娩零配額，可能刺激內地孕婦趕搭 「尾班車
」增加的個案。

在昨日的城市論壇，中港家庭權益會發言人曾冠榮稱
，梁振英提出私院雙非孕婦明年零配額的提議，開啟了目
前困局的契機，希望公院及私院都不接收雙非孕婦後，公
院有空間容納港人丈夫的內地妻子來港分娩。城市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認為，梁振英的建議把握了民
意主流及形勢，可見政黨大部分均支持，只是法理上有點
質疑。立法會醫學界議員梁家騮認為，取消雙非孕婦配額
對私院影響不大，受影響的主要是產科醫生工作量或減。

雙非零配額提議成契機

▶林淑儀
參觀閱兵
活動留影

▲林淑儀到蒙古旅遊留影

▲林淑儀指女會長亦可以很硬朗，硬朗不是靠
暴力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消息指陳維安很大機會任立會秘書長
一職 資料圖片

▲儀姐（左三）稱不敢與棠哥（右三）比歌喉。圖
為工聯會第三十五屆常務理事會合影 資料圖片

【本報訊】有消息指，教育局副局長
陳維安很大機會獲聘為立法會秘書長。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回應時表示，由於要
保護應徵者隱私，不會透露應徵者的資料
，立法會已經選定最合適的人選，希望最
快本月底前公布最後人選，對方最遲八月
上任，以便有足夠時間準備和交接。對於
問責官員應徵立法會秘書長的職位，曾鈺
成認為，各界應以積極態度看待這種 「旋
轉門」現象。

立法會最快於本月內公布新任秘書長
人選，消息指，陳維安很大機會獲聘做立法會秘書長，接
替退任的吳文華。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是在最後階段，
篩選出四名人選，經面試後，變成陳維安及現任立法會助
理秘書長林鄭寶玲之爭，大部分委員認為，林鄭寶玲雖然
有經驗，但陳維安的資歷和表現較優異，但有關任命仍要
經過諮詢程序。

曾鈺成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被問及有關消息時表
示，立法會招聘工作要尊重應徵者，沒有公開宣布名單前
不可以透露。他續指，碰巧今年政府換屆同樣是立法會換
屆，又剛好碰到吳文華九月退休，所以招聘秘書長的選擇
也增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已經有初步共識，選擇了
認為最合適的人選，但沒有最後的決定，希望月底前可以
公布，讓接任者有足夠準備，最遲八月份上任。

曾鈺成認為，副局長應徵屬於自然現象，如果相信現
時政治任命制度，應該以積極態度看待 「旋轉門」的現象
： 「現屆政府官員選擇入政府，這一屆政府完結，他們選
擇其他崗位服務市民，是很自然的事。」他續指，在一個成熟
的政治制度下，問責官員去選立法會議員或其他崗位，應
該受到鼓勵。被問到是否擔心問責官員失去延續性，曾鈺成
表示，問責團隊的延續性在於穩定、專業的公務員隊伍。

被問及問責官員出任立法會秘書長一職是否有利於改
善行政立法關係，曾鈺成認為，看不到行政立法關係會因
此發生大的變化，立法會一直都有監察政府的責任，和誰
做秘書長沒有太大關係。他強調，每一位應徵人士，無論
他之前做過什麼，立法會都會按照秘書長工作要求和其個
人質素去評估。而立法會秘書處所有成員，一定要具備高
專業精神，在立法會做事要非常清楚立法會的憲制角色是
什麼。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則表示，副局長有自己發展路向
，由其自己決定選擇。立法會的招聘工作是公開的，由立
法會相關委員會決定，他不便做出太多評論。

▶譚耀宗建議將各黨
各派會面恆常化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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