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振英領遴委會選賢能
合資格者月底前可申請副局政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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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望財爺謹守量入為出吳亮星望財爺謹守量入為出
來屆很大機會重返議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中銀香港信託董事長吳亮星接受

專訪時表示，希望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能夠在未來五年，為香港長遠發展打好基礎
，體現大團結精神，促進社會和諧。他並向下屆政府提出三大期望，希望未來財爺
繼續謹守量入為出的原則，穩住香港金融經濟發展；以及制定一套穩定的房屋供應
計劃，令樓市不會大上大落，市民安居樂業。 本報記者 宋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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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新班子的要求，梁振英在新聞稿中指出：
「我日後的問責團隊要有理念、有承擔、有能力，包

括做政治工作的能力，能夠面向群眾和持份者，與他
們互動、溝通，解釋政策，爭取支持。」梁振英又強
調： 「我特別鼓勵有志從政的青年人加入問責團隊，
吸收經驗，為港儲才，為問責制的長遠發展奠定基礎
。」

暫無限定名額
新聞稿中指，任何人士若認為自己符合上述條件

，可將個人資料、履歷、有意擔任的職位（註明政策
局），連同對香港未來發展看法的短文，以電郵傳送
至application@ce-elect-office.hk，或郵寄中環下亞厘
畢道中區政府合署西座十二樓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信封上須註明 「申請職位」。截止日期為五月三十一
日。

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初步遴選工作將由一個五人
遴選委員會負責，由梁振英出任主席，成員包括香港
總商會主席胡定旭、嶺南大學校董會副主席高靜芝、
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以及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
羅范椒芬。羅范椒芬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至今

已收到幾十份申請，為避免有志從政的人不知道渠道
，因此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才會出新聞稿，邀請他們
遞交履歷。

她表示，會以申請者的理念、承擔、政治能力來
作為遴選準則，同時希望用一個較公開的方式，邀請
社會人士參與初步遴選。而主要官員任命公布後，相
關的司、副司及局長會參與下一階段的遴選，共同建
立團隊。羅范椒芬說： 「很希望局長能夠參與遴選他
的副局及政治助理，因為要有大家共同的理念，大家
能夠合作得到，需要先有溝通。」她又指，暫時遴選
並無設定名額。至於工作時間表方面，羅范椒芬希望

，立法會在六月中盡快通過架構重組，才能確定局長
的人數。此外，昨日梁振英在候任辦與保安局局長李
少光會面，有傳李少光可能是副政務司司長人選，被
問到相關問題時，羅范椒芬回應說不知道。

吸引青年從政
另一名委員會成員陳振彬除長期從事地區工作之

外，亦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他認同梁振英所講，
應該有更多有志從政的青年人加入問責團隊。而陳振
彬個人認為，對於遴選，最重要的準則是 「有承擔、
有誠信」。

東亞銀行主席、金融界立法會議員李國
寶早前點名支持吳亮星接班。回歸後曾任數
屆議員的吳亮星表示，自己一直以來都有服
務社會的心，感謝李國寶及各方面的支持，
他會為服務議會做好準備。不過，他坦言，
今天的議會跟以往有很大差別，時間投入與
成效往往不成正比。

向下屆政府提三期望
問及對下屆政府有什麼期望時，吳亮星就提出三

點建議，第一，要穩定經濟發展，確保金融行業保持
競爭力，在原有的基礎上配合國家進一步發展；第二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扶持一些式微行業，把餅做大
，使就業人口多元興旺，這樣才能夠穩定民心；第三

，合理推出房屋供應，確保公屋、私樓、土地儲備供
應合理，以減少市場不穩定性。

吳亮星他指出，香港勝在有穩健的金融制度，雄
厚的財政儲備，但受到國際不穩定因素影響，未來仍
有很大的挑戰。 「雖然香港有多次應對國際金融衝擊
的經驗，但面對大戶興風作浪，作為政府，一定要及
時作出呼籲，提醒市民小心（投資），並作出合理監
管……」他相信香港有背靠祖國的優勢，經濟基礎穩
固，整體問題不大。

如何評價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任內的表現？吳亮星
說，香港本身沒有天然資源，面對歐債危機、美國量
化寬鬆政策影響，香港經濟難免受到拖累，包括進出
口數字波動等，只能靠穩定的儲備支撐經濟。他認為
，曾俊華的表現算是稱職，期望若對方留任，繼續謹

守量入為出的原則： 「他（曾俊華）完全勝任做財政
司司長，希望他謹守量入為出的基本原則，合理地使
用公帑，加強各界團結。」

至於未來房屋政策，吳亮星表示，現時樓價已超
出小市民的正常收入可負擔範圍，政府要不時提醒市
民切勿進行過度的炒賣投機活動。他不擔心梁振英上
場後，其房屋政策會有太大的變動，而當年 「八萬五
」政策也不應全部歸咎於他，因為當時正直金融風暴
衝擊，樓市才會出現逆轉。不過，吳亮星提醒市民，
任何投資活動都有風險，不可能長期直線向上，越高
峰時期就越危險，所以必須小心。

吳亮星建議，政府要制定一套長期穩定的房屋供
應計劃，以及適時微調一些房屋大政策： 「不能夠急
劇供應（公共房屋），也不能夠急劇降低，要比人看到
政府有一條正常的軌道，提供到足夠土地和樓房。」

問及是否贊成 「港人港地」政策時，他表示，此
建議是汲取新加坡的做法，可以作為參考，但前提是
不會對私樓發展商造成太大壓力： 「例如公屋、居屋
是比香港居民住，不會衝擊到私樓，所以 『唔使驚』
。」不過，吳亮星指，任何建議必須要進行科學的統
計，日後希望和新政府官員加強溝通，為建構和諧社
會出一分力。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發新聞稿公
開徵才，呼籲有志之士應徵新一屆政府問
責團隊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任何自認符
合資格的人士，可於本月底前遞交資料到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申請。由梁振英出任
主席的五人遴選委員會，將對申請者作初
步遴選。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羅范椒
芬強調，立會在六月中通過架構重組，才
能確定特區新班子。民建聯已提交推薦名
單給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本報記者 石璐杉

【本報訊】中西區區議會昨以十四票反對、四
票贊成，否決拆除中聯辦外的花槽。多名建制派議
員認為，設置花槽是為綠化社區，宜尊重居民意見
；中聯辦鄰近大廈立案法團代表到場示威，反對拆
花槽。

中西區區議會昨午討論是否拆除中聯辦大門外花
槽，中聯辦鄰近大廈的九名立案法團代表出席會議，
他們舉起反對清拆花槽標語。會議晚上結束，結果以
十四票反對，四票贊成，否決拆除花槽動議。有議員
認為，花槽有綠化區內環境的功能，並已存在十年，
應尊重居民意見，如單為示威區增加數平方米，而剝
奪市民美化社區的權利並不應該。

中西區會否決拆中聯辦花槽

【本報訊】記者石璐杉報道：香港發展論壇昨日
於萬麗海景酒店舉辦了一場主題為 「新政府、新架構
、新思維」的研討會，邀請到多位來自香港工商界、
文化界及社會服務界的意見領袖，就政府架構重組詳
陳利弊。在論壇上，本港最大公務員團體華員會會長
黃河指出，改組刻不容緩，一路拖下去，公務員會受
到很大影響。

黃河在研討會的公眾提問環節發言指，公務員秉
承政治中立，沒有理由不支持政府架構重組。而根據
基本法，行政長官有權改組政府架構，因此，指梁振
英一定要問了公務員才能改組的說法並不妥當。他認
為，政府改組刻不容緩，若一路拖下去，未來前景不

明朗，公務員受到好大影響。黃河呼籲立法會議員能
夠傾聽公務員團體訴求。

文化界支持設立新局
而研討會上，曾被傳是文化局局長人選之一的香

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黃英琦表示，文化界對設立新的
文化局非常支持，希望該局能夠成為文化的倡議者和
實踐者。她認為，文化局可能將文化從邊緣位置推至
公共政策核心。而 「經濟最好的地方，必定要有最好
的文化。」黃英琦說，文化可以提升一個地方的競爭
力，增加社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另外，文化還是一
盤生意，可以促進創意產業和工業發展。

對於將現時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改組為工商及產
業局和科技及通訊局，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鍾志平認為
，此舉可帶動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他希望新一屆政
府帶領工商業制定路徑，向外界展示十年、二十年後
的行業前景。

TDK（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
官梁少康指，對於工商與科技主管部門拆分期待已久
。他認為，香港高科技產業發展與台灣、新加坡等地
相比有很大差距。梁少康建議相關參考新加坡的做法
，為創新科技企業提供稅務優惠，此外，當局應採取
設立配對創新科技基金、帶頭採購本地科技產品等措
施推動科技發展。

華員會指重組刻不容緩
【本報訊】平機會主席林煥光昨估計，全港有約五十萬

名同性戀者，應立法保障同性戀者權益，但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轄下的保護同性戀及變性人小組的宣傳工作實在太低調。
另外，當被問到會否加入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新班子時，
林煥光未有正面回應，指有關問題應由候任特首辦作答。

林煥光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根據當局在零五年的調查
，年輕一代對不同性傾向人士，接受程度較高，但同性戀者
無論在工作、教育、接受服務方面，仍有被打壓情況，政府
應替他們發聲，但當局在宣傳方面太低調。他說，平機會近
年會到學校做話劇和播放短片，呼籲學生別歧視同性戀者。
他指，變性人仍被視為有心理障礙，受殘疾歧視條例保護，
在他任內，亦曾協助兩名被無理解僱的變性人，與僱主成功
調解，但同性戀者不受保障，他促請當局立法保障同性戀者
權益。

未回應會否加入新班子
近日盛傳梁振英招攬林煥光當政務司副司長，林煥光指

，自己曾當問責官員，明白需要中央任命，無論是真是假，
都應由候任特首辦回應。對於外界期望他再當問責官員，會
否感到飄飄然，他認為，當公職人員要懂謙卑，別將個人重
要性放得過大。

林煥光促勿歧視同性戀

【本報訊】記者石璐杉報道：候任行政長官辦公
室主管羅范椒芬昨表示，即使立法會未能趕及在七月
一日前通過新政府架構，下屆政府早有 「兩手準備」
，不排除會按現有的架構委任新班子的成員，羅范椒
芬擔心這樣做會造成人事和政策延續性上的混亂。

羅范椒芬昨日在香港發展論壇舉辦的 「新政府、
新架構、新思維」研討會上簡介政府架構重組方案。
她表示，新政府架構的構思吸納了市民及現屆政府的
意見，並強調，有關政府架構改革，對部門的職能及
架構沒有影響。在解釋改組原因時，羅范椒芬指出，
在梁振英 「穩中求變」的理念下，新一屆特區政府應
適度有為。她又指，近年政治環境充滿挑戰，高官為
處理突發事件，忽略政策的長遠策劃，統籌跨部門的
政策亦較難辦好。

來自不同界別磨合需時
羅范椒芬亦再次強調整個問責團隊在七月一日一

起上任的重要性，她說，新政府班子來自不同界別，
需要時間磨合，以達致對未來工作的優次及施政方向
的共識，才可建立團隊精神。她又指，如果新班子可

在七月一日上任，就可利用立法會的休會期溝通，令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十月公布的施政報告，能夠給
予社會施政的清晰圖像。但萬一重組方案不獲立法會
通過，新政府則會在現有架構上委任新班子成員。羅
范椒芬擔心在人事和政策延續性上，可能會造成六至
九個月的混亂，影響施政效率和市民對施政期望。

此外，對於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前日在電台節
目指司長工作不算特別繁重，反對設立副司長，羅范
椒芬昨日在電台節目中反駁稱，陳方安生對兩位司長
的工作未完全了解，現時政治形勢已與回歸前不同，
司長有很多政治工作要處理，又要加強與內地聯繫，
有需要由副司長分擔。她亦呼籲立法會議員顧全大局
，先通過決議案，日後再監察。

羅范椒芬昨日亦出席了十八區區議會正、副主席
的例會，同他們交流政府架構重組的意見。東區區議
會主席鍾樹根指，區議會都很支持架構重組，而他建
議新設的文化局可以一併兼顧體育政策，否則康文署
對上會面對不同的政策局。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亦
表示，在情在理都應支持架構重組，因為香港面對全
球化競爭，對未來發展必須有長遠規劃。

羅范憂重組延誤造成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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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立法會 「研究與政府總部架構重組有
關的法例修訂建議」小組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選出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擔任該委員會主席，經濟動力召集
人林健鋒擔任副主席，並決定進行五次會議，希望盡
快商討及落實下屆政府重組架構事宜。

譚耀宗任重組架構小組主席

▼梁振英昨到訪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為前線醫護人員
打氣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候任行政長
官梁振英昨到訪沙田一間醫院，為前線醫護人
員打氣，並了解他們的工作情況。他表示，了
解內地孕婦衝來港分娩為前線醫護人員工作帶
來沉重壓力，認同需要正視問題，至於單非來
港分娩的政策，則要待明年實施雙非孕婦零配
額政策後，視乎情況再決定。

梁振英下午到訪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逗留
了約一小時，期間參觀產房、新生嬰兒部和創
傷及急症中心，又與醫護人員開會，了解他們
工作的最新情況。梁振英稱，了解醫護人員工
作壓力大，特別過去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為他們
帶來沉重的工作壓力，初生嬰兒病房及產房都
出現超負荷，故前來為他們打氣，並認同需要
正視和解決問題。

單非分娩政策明年決定
對於下屆政府有關單非孕婦來港產子的政

策，梁振英表示，要待明年雙非孕婦零配額實
施一段時間，先了解情況後再作決定， 「一三
年的零配額，有這個決定一段時間後，看看我
們整個公私營醫療系統它們的壓力情況。」

醫院管理局發言人表示，自五月十二日把
衝急症室分娩收費調高至九萬元後，至今共有
四宗衝急症室分娩個案，當中兩宗在沙田威爾
斯醫院，另有兩宗在九龍區。

▶林煥光
（左）未
有正面回
應會否加
入新班子

◀梁振英呼籲
有志之士月底
前提交資料申
請加入問責團
隊

▲吳亮星希望梁振英為香港長遠發展打好基礎
，體現大團結精神，促進社會和諧

本報記者馮慧婷攝

▲梁振英在醫院內與市民交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