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家
談

大
家
談

團團
大大

結結
8

梁振英籲議員支持重組
冀惠民措施可盡早落實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星期三A16香港政情責任編輯：蔡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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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事派立會選舉成拉攏對象
辛文仁

今屆立法會選舉
中，新界東和新界西
的議席數目最多，作
為最大的兩塊肥肉，

各個政黨都虎視眈眈，特別是較為弱的小政黨，在
群雄割據的情況下，甚有可能取得最後一席，關鍵
是如何借助外間力量。鄉事派成了小政黨的拉攏對
象。

今屆立法會選舉議席數目增加，當中新界東和
新界西都有所增加，新界東由七席增加至九席，新
界西由八席增至九席，若策略得宜，小政黨趕上尾
班車絕非不可能。按現時自由黨和新民黨的部署，
田氏兄弟大有機會各戰新東、新西。

自由黨田北俊復出任黨榮譽主席，預料重回昔
日老巢新東，據自由黨中人指出，上水鄉事委員會
主席侯志強作為黨員，亦是鄉事派中支柱，黨內曾
構思由他排第二位，組成 「田侯配」，但地區黨員
反對，加上擔心僭建事件失去市區選民的票，故打
消念頭。該黨亦構思由沙田區議員梁志偉作樁腳，

但梁年紀不輕，遭年輕黨員反對；相反夥拍年輕一
代出選，則惹來梁志偉等人不滿，故田北俊單拖上
陣的機會最高，但如何開拓票源則有待研究。

至於該黨主席劉健儀仍未就出戰港區作最後決
定，但黨內意見認為，她在航運交通界的議席可順
利過給自己人，故傾向她擔起歷史性任務，為自由
黨開拓直選議席。

從自由黨過檔新民黨的田北辰，本來構思在新
西和超級區議會二擇其一，但隨着民建聯顯示取得
兩席超級區議會議席的決心，該黨中人預計，他留
守新西機會較大。

事實上，田北辰亦尋求鄉事派的協助，但元朗
六條鄉中的新田、錦田、八鄉、十八鄉和廈村，都
傾向支持有鄉事背景的廣東省政協常委陳強，令田
北辰的如意算盤打不響。不過，據指餘下甚有影
響力的屏山鄉鄉委會主席曾樹和，傾向支持
民建聯的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鄉事
派在分散票源下能否取得一席，未必可
發揮影響力。

分工大細無關宏旨

分工分得細一點有問題嗎？
如何分工，分得大或細並不是問題，分工之後

什麼事都做不成才是大問題。
最近反對派大罵新政府架構分工，又來為反對

而反對，毫無新觀點。黃毓民和余若薇是箇中典型。
黃毓民大呼小叫，說新班子架床疊屋，只是回

到曾蔭權之前的時代。余若薇說的也是廢話：政府
體制已十分龐大，梁振英要再擴大政府架構，加插
幾十個政治助理， 「分餅」給曾支持他的政黨，相
信市民難以接受云云。

目前的政府架構是三司十二局，梁振英計劃新
一屆政府架構為五司十四局，主要是在現時的政務
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之下，各增一名副司長，統籌
「香港人口」與 「產業」兩個跨部門政策。並將現

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分為二，分別是資訊及科技
局以及工商及旅遊局，另外再加設一個文化局。

一間公司，如何分工，怎樣才能把工作做好，
只有該公司的老闆和部門主管最清楚。舉例說公司
裡原先由一個工人負責某件產品的掃漆和裝嵌工作
，老闆和部門主管如果覺得一個工人只負責掃漆，
另加一個工人分擔裝嵌工序，這樣效率會高一點的
話，就應該新增這個工人。關鍵是這件產品給製造
出來後是否比前更理想？如果是，那麼，分工再細
，不熟悉該公司架構的外人是無從批評的，也不該
批評。試問有誰比他們更了解該公司的運作？

同樣地，新特首覺得新管治班子必須再分工，
有何不可？就像消防局倘若覺得需要添置多些新的
先進儀器以協助救火，我們應該讓他們添置，消防
員有了這些儀器後救火成績若仍然欠佳，大家就有
理由責難他們了。

大家應該讓新班子早日組成，七月一日正式上
任，即能為市民服務，早日體現成績，接受大
眾監察。新班子是否架床疊屋，梁振英是否
「分餅」給曾支持他的政黨，是蒙騙不到

市民的，上任後沒幾個月，全港市民
都 「有眼見」！

譚惠珠促新政府親民不民粹譚惠珠促新政府親民不民粹

宇文劍 採訪手記

梁振英在選舉期間，發表政綱諮詢稿之時，已提
倡重組政府架構，設立 「五司十四局」，但反對派近
日疑 「為反對而反對」，揚言會就架構重組建議 「拉
布」，公民黨梁家傑及民主黨李永達更在電台節目上
稱，梁振英應就改組諮詢市民，意圖阻撓政府重組架
構，落實各發展項目。

梁振英昨日出席一活動後會見記者，被問到會否
擔心反對派的 「拉布」行動令重組架構不獲立法會通
過。梁振英表示，香港近年不論在社會，和經濟發展
都明顯較鄰近地區及經濟體緩慢，而相信市民普遍希
望政府的政治體制、行政及立法機關都做好工作，讓
香港得順利發展。

此外，梁振英指出，今次候任政府重組架構的程
序、做法及把方案提交立法會的時間都與五年前新政
府上任前一樣。因此，身為候任特別行政區之首的他
，會盡最大努力爭取主張獲通過，讓下屆政府一些惠
及港人和香港經濟的措施盡快落實，以免香港發展，
包括解決港人住屋問題等政策因此而被拖慢。

譚耀宗認同無須再諮詢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同梁振英無需就改組架構再

進行公眾諮詢。因為，梁振英在競選時已在其政綱中
提及有關理念，而政綱又已諮詢各方意見，所以改組
建議並不是突如其來的事。若有政黨因對改組政策存
不同意見，而予市民一個故意拖延時間的感覺，這便
不理想。

譚耀宗認為，立法會應盡早審議下屆政府改組方
案，令新架構可於七月一日運作，梁振英又可落實政
綱措施。他相信立法會在審議有關草案時，也可舉行
公聽會收集市民的意見。

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則表示，若新政府的改組政策
不獲通過的話，對下屆政府的施政及推行房屋等政策
方面都存在困難，間接與反對派所謂關注民生的意念
造成矛盾。陳克勤認為，為讓下屆政府盡快推行解決
現存民生問題的措施，各黨派都應放下分歧，為大局
着想，支持梁振英提出的改組方案。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認為，下屆政府增加問
責官員職系的進度合適，相信若有適當人選出任 「五
司十四局」各職系的話，香港也會有良好發展。

另外，民建聯設立的人才遴選小組已進行甄選工
作，據了解，至今約有十多人申請加入政府，小組已
陸續進行面試，當中包括自薦和經地區支部推薦的黨
員，亦有現任區議員報名參加。小組會先就參加者的
履歷、對社會事務的認識等作篩選，最後才決定推薦
他們加入政府的範疇，而按目前的報名情況，預料在
本月十日可完成遴選工作。

回歸十五年，香港保持繁榮穩定，但在
譚惠珠看來，本港發展仍有很多隱憂。她指
出，香港經濟仍集中在財經、金融和地產等
行業，六大優勢產業並未打好基礎。面對歐
美經濟仍在黑暗走廊徘徊的外圍環境，譚惠
珠認為，香港必須實現經濟轉型，讓新興產
業得以扎根和成長。 「面對經濟的轉型，政
府亦要思考是否也需要轉型，因為新興產業

的發展，需要配套、人才、資源投放、政策的
制定，全部要配合和適應。」

提供房屋助 「無殼蝸牛」
除了經濟轉型，譚惠珠亦指出，香港的另一大隱

憂是內部深層次問題未解決。她表示，目前社會存在
貧富懸殊和不同階層的矛盾，是因為港人一直的觀念
是 「先做好餅再分餅」。但譚惠珠認為， 「目前餅已
經大到可以分一些的時候了，應該因應形勢發展，合
理地分一些餅。」她強調， 「分餅」並不是要派錢，
而是希望工商界投入更多資源做其他產業發展和培訓
人才，同時希望當局能夠為中小企發展提供更多機會
，並為 「無殼蝸牛」提供不同種類的房屋供應。

譚惠珠說： 「香港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梁振英
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凝聚社會共識，並用一個好的團
隊帶領香港選擇一條正確的路。」對於「五司十四局」
的架構重組，譚惠珠表示認同，她說，新班子要適度
有為，就需要將工作細分，讓更多人負責推行政策。

而梁振英正積極展開組班的工作，他早前公開向
民建聯招賢納士，民建聯隨後成立七人遴選小組物色
及推薦人才加入新政府。身為遴選小組召集人，譚惠
珠表示，他們會按照能力、理念、承擔和質素四個標
準去尋找黨內的人才。對於新一屆政府的問責團隊預
計將有更多政黨和專業人士加入，譚惠珠認為，將專
業知識、對民情有認識的人帶入政府，可以幫助政府
與各界溝通，使政府政策、諮詢和執行過程中得到更
多社會人士的支持。譚惠珠亦指出，現在的政治 「廚
房」是熱的，有志從政的人本身要付出代價，是否加
入政府對他們的家庭、未來的事業都是一個重大的決
定。但她認為， 「旋轉門」必須有人走進去， 「有志
之士應該對困難的工作當仁不讓。」譚惠珠也希望公
務員能夠明白，新的問責團隊需時適應，必須大家精
誠合作。

新班子應要適度有為
譚惠珠強調，在梁振英上任之後，各界應該群策

群力，給予新一屆政府時間、空間和機會，逐一解決
問題。 「無一劑良藥一食就可以藥到病除，需要時間
和耐性」譚惠珠指出，如果無一個要大家合力解決問
題的主流信念，新政府會舉步維艱。 「『大和解』不

是為了梁振英和新政府，而是面對香港的問題，我們
認為自己是否有這個使命去解決？」她希望梁振英及
他的團隊能夠團結各路人才，並與市民、社會人士有
更緊密的接觸，帶領香港人行大家可接受的道路。
「但梁振英的團隊要做到親民而不民粹，拿捏這個度

不容易。」

【本報訊】民建聯主辦的 「踏步起舞邁向前」踢躂舞大
賽昨日於銅鑼灣百德新街行人專用區舉行，六支優秀踢躂舞
參賽隊從一百多支報名隊伍中被遴選出來，參加本次大賽。
最終隊伍 「夏之女」脫穎而出榮獲冠軍。季軍和殿軍分別是
「保安員與櫥窗公仔」和 「JC Dancesteps」。

民建聯秘書長彭長緯在致辭時表示，二○一二年是民建
聯創黨二十周年，本次大賽是民建聯成立二十周年慶祝活動
之一。民建聯以 「真誠、服務、承擔」的口號，真誠建黨，
秉承二十年服務市民的理念，做一個有承擔的政黨。為慶祝
建黨二十年而舉辦的全港性踢躂舞比賽，是希望用踢躂舞獨
特的魅力與市民大眾一起踏步跳舞，將推廣舞蹈藝術、促進
社區和諧的信念帶入香港社會。他透露，最終獲勝者將會於
六月九及十日在紅磡體育館舉行的民建聯文藝表演活動中與
專業舞蹈演員同台演出。

民建聯辦踢躂舞賽慶20周年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 「行之正道，穩中求變」 的施政理念。對於香港如何
求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認為，新政府在促進經濟轉型
的同時，也要調整自身定位，配合和適應新興產業的發展。而要解決深層次矛盾，
譚惠珠建議，因應形勢發展，社會必須合理地 「分餅」 。她又指，全社會應該群策
群力，在梁振英上任之後，給予他和他的團隊時間、空間和機會逐一解決問題；新
政府團隊則應做到親民而不民粹。 本報記者 石璐杉

如讀者對本欄有任何提議及意
見，歡迎電郵至 tkpgw@takungpao.
com作交流。

編者按

【本報訊】受部分網民質疑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本在下周三於立法會審議，但基於反對派議員計劃
提出千項修訂，立法會秘書處未能短時間內處理，政
府擬押後恢復二讀的時間。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
基於網民仍有疑慮，該黨今日會召開會議，並約見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討論押後審議的可能性。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原定下星期恢復二讀辯論，但
反對派人民力量的黃毓民和陳偉業計劃再使黔驢之技
，提出一千二百多項修訂拖延會議。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表示，立法會秘書處無法在短時間內處理大量的修

訂，條例有需要押後提交。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稱，已收到立法會內務

委員會的正式通知，要求局方考慮將草案恢復二讀的
日期押後三至四星期。發言人表示，局方正審視情況
，會盡量配合立法會的工作，亦會以最大努力解釋草
案內容，爭取立法會支持進一步完善版權保護制度。

或押後至新一屆恢復討論
網民一直擔心俗稱 「惡搞」的二次創作會遭到檢

控，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公眾認同修訂條例的目的

，但基於網民仍有疑慮，民建聯今日會在黨內開會，
並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官員會面，建議擱置將草案提
交立法會表決。他希望若有方法解決，可在今屆會期
內完成審議，否則可能要到新一屆立法會成立後再恢
復討論。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主席陳鑑林認為，
社會不太了解有關條例的內容，甚至一些從事創作的
人士亦不了解草案通過後，可進一步保障其權益，但
若要豁免 「惡搞」則涉及複雜的條款問題，不能倉卒
訂立。

【本報訊】政府就立法會議席出缺安排提出修例建議，
立法會今日會審理有關方案，但反對派議員為拖延開會進度
，提出千多項修訂，嚴重浪費議會時間和公帑。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預計，需要數日才能完會，但難以規限議員發言的權
利。有立法會議員批評，拖延會議只會阻礙其他會議進行。

按政府提出的遞補機制方案，自願辭職的立法會議員在
六個月內不能參加同屆的補選，但有關規定不適用於換屆選
舉，故不適用於下屆立法會內舉行的補選。當年有份發動
「五區補選」的人民力量黃毓民和陳偉業，為了阻撓立法會

審議修例，提出一千三百多項修訂，打算以 「拉布」的方式
將會議延長至數百小時，同時呼籲反對派盟友離開會議廳，
令會議因人數不足而 「流會」。

事實上，所謂的修訂毫無意義，例如將同一句子內的數
字不斷更改，藉此提出數十項修訂。立法會秘書處亦做好準
備，預留了周四和周五作續會之用。曾鈺成出席一個公開活
動時表示，由於修訂數量太多，預計需要數天審議， 「審議
法案是有很清晰的程序，所有議員依議事規則發言，當然有
其權利發言。」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有關條例已討論了近兩年，並
諮詢了公眾意見，大部分市民都認為有需要修改條例， 「政
府已經提交文件，作為民意代表要尊重市民意見，你可以反
對，但拖延只會阻礙其他會議進行，浪費其他會議的時間。
」他預計，需要不超過四天去處理修訂，但認為在分組點票
的情況下，難以修改議事規則去防止議員拖延會議。

另外，立法會會計界議員陳茂波就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
安排向業界作調查，在收回的五百八十八份問卷中，約四成
五人認為政府的建議是 「可接受」，一成二人則認為 「不大
滿意但可接受」，另有約四成人指是 「不可接受」。

譚耀宗倡擱置版權例表決

立會今審議遞補機制

▲譚惠珠認同，新班子要適度有為，就需要將工
作細分，讓更多人負責推行政策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本報訊】面對反對派意圖阻撓候任
政府推行改組架構建議，候任行政長官梁
振英表示，會盡最大努力爭取議員的支持
，並期望各部門能為服務市民而做好 「分
內事」 。因此，他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改
組政策，以免香港發展停滯不前。

◀梁振英表示
，會盡最大努
力爭取議員支
持政府重組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 「夏之女」 贏得民建聯 「踏步起舞邁向前」 踢躂舞大
賽冠軍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