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就政府架構重組
方案舉行近八小時的公聽會，共有近一百三十名
各界團體代表和個別人士出席。大部分與會人士
力撐重組方案合情合理，認為 「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 ，架構重組有助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實踐政綱和理念，推動香港 「追回失落的時光」
。與會人士亦呼籲立法會在七月一日前通過方案
，不要再 「拉布」 拖延香港發展。

本報記者 石璐杉

立會公聽會各界撐改組

參觀有機農場參觀有機農場 CYCY讚蔬果好味讚蔬果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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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有助新特首實踐政綱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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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宋佩瑜報道：新政府正積極招攬人才，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羅范椒芬昨日表示，在公開招募副
局長和政治助理提交履歷之前，已接獲七十多份申請，她預
計遴選委員會六月初會舉行首次會議。獲邀加入候任特首
「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遴選委員會」的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則呼

籲，有志者於月底前提交申請。
就現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是否需要向委員會提交申請

的問題，羅范椒芬昨日出席新政府架構重組公聽會後表示，
由於現任副局及政助已有記錄，亦有表現評估，故他們毋須
向委員會提交履歷，會先詢問多少人願意留任，並將於第二
階段安排他們與其他申請人與局長見面。

被問及下屆司局長會否考慮不跟隨當局建議加薪改為凍
薪，羅范椒芬說，要由新班子商討後決定，下屆政府可以自
願提出。

另外，遴選委員會成員之一的胡定旭昨日出席公開場時
表示，由於委員會剛剛成立，現時仍未開會，所以暫時未知
道申請詳情。他呼籲有心參與香港事務的人士，在本月底前
提交申請。

胡定旭籲有志者踴躍申請
被問及是否已收到約十個申請，以及是否主要是民建聯

推薦的人選時，胡定旭表示，因自己剛獲委任，仍未開會討
論細節，但認為，要為政府尋找有能力和合適人選，不應受
時間所限，希望有志者踴躍申請。

梁振英強調改組急市民所急

副局政助已接逾70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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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氣 下 ，
熱 愛 種 植
的 候 任 行

政長官梁振英（CY）本着了解本
港農業發展之意，在出席天水圍
的公開活動前，特意到元朗錦田
走一趟，參觀有機農場。戴起農
夫帽的 CY，捲起衣袖和褲腳，非
常「在行」地三兩下子便摘下粟米
與在場記者分享，又大讚有機蔬
果味道甜美，離開前用一千二百
元買一百條粟米與家人分享。

下午三時，CY 的坐駕到達
元朗錦田大江埔村，天空飄着毛
毛雨，農莊莊主黃如榮預先準備
了漁夫帽及雨傘 「任君選擇」，
CY 想也沒想便把帽子戴在頭上
，盡顯 「農夫」本色。

黃先生反映，香港現時大部

分耕作人都是滿腔熱誠，希望發
展本地農業，但由於耕地難尋，
技術不足，在營運過程中會遇到
不少困難，他希望下屆政府可解
決有關問題，以及發展農業教學
，讓下一代也明白蔬果的來源。
CY 同意應予年輕一代更多機會
接觸農作物栽種，讓他們知道食
物的可貴。他又表示，希望農業
界及下屆政府都能帶出有關訊息
，令社會多關注本地農業發展，
並認為，可參考台灣及日本的
農業科技，提升本地耕種水平。

CY 除與農莊莊主講及農業
政策外，還即席示範採摘粟米。
他捲起衣袖和褲腳，走到粟米田
裡，三兩下子便摘下粟米，與在
場記者分享。黃先生又把粟米煮
熟，讓CY一嘗粟米水的味道。

下午四時，CY 到天水圍參
加一個由天水圍居民服務協會基

金會舉辦的活動，該活動招募近
六百名義工，一同刺繡一幅長達
二十二米長的 「清明上河圖」。
主辦單位希望藉着活動，寓意天
水圍將抹除 「悲情城市」之名，
希望下屆政府將天水圍打造為有

希望的新市鎮，發展此區為香港
的橋頭堡。出席嘉賓還有民政事
務局局長曾德成、元朗民政事務
專員楊德強、中聯辦新界工作部
副部長張肖鷹及天水圍居民服務
協會基金會主席梁志祥等。

公聽會共分六節，由昨日上午九時開始，至下午六時結
束。多名商會高層和社團領袖都親自現身立法會發言支持架
構重組建議。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莊成鑫指出，近幾年，香
港的發展速度明顯落後於周邊城市，現在是時候做出改變，
「以盡快改善民生，解決產業發展停滯不前的情況，追回失

落的時光」。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方文雄表示，該會認同架構
重組建議有助梁振英更有效地落實執行政綱和對市民大眾的
承諾，特別是對政府在統籌香港長遠發展策略、制訂更全面
的政策規劃，以及深化與內地和周邊地區緊密合作發展等方
面提供更有力支援。廠商會副會長吳宏斌認為，重組建議有
助加強政府跨部門政策的制定和統籌，而設置工商及產業
局，反映新政府對工業的重視，希望為業界創造有利營商
環境。

可提升施政效能
對於有要求指架構重組方案應進行全民諮詢，香港廣東

社團總會主席王國強指出： 「不應該開阻擋行政改制的先例
，影響政府運作。」他認為，政府架構重組是行政改制，並
沒有改變政治委任制度，只是擴大問責團隊，並不涉及政策
的改變，而且行政架構的變動從來不會進行全社會的諮詢。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指出，香港目前存在不少社會問
題，亟待解決，包括房屋、貧窮及基礎設施等，梁振英提出
的重組架構建議是從整體角度做考慮，以提升施政效能。

民建聯和新民黨也都派出代表在會上發表對政府架構重
組的意見及對新政府的施政期望。民建聯政制事務副發言人
楊學明表示，特區政府不應被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束縛，必
須高瞻遠矚，因時制宜，應做則做，而民建聯亦希望新一屆
政府能夠全面改善管治，培養政治人才。新民黨副主席田北
辰表示，該黨原則上支持重組方案，因為政府的現有架構不
足以支撐香港應對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不滿反對派拉布
包括政府人員協會、政府物流僱員服務工會、政府機電

工程署技術人員公會和政府僱員工會、政府水務署職工會在
內的五個公務員團體的代表亦出席公聽會，一致支持架構重
組方案。他們指出，改組方案關於香港未來發展和市民的福
祉，公務員應全力支持，而重組對整個政府體制並沒有大的
影響。其中僱員工會的代表更指新政府燃點了他們的希望。
公務員團體亦希望梁振英未來能夠多聆聽公務員意見，與公
務員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此外，亦有多個來自各個界別的團
體在公聽會上表示全力支持架構重組（詳見附表）。

對於反對派預告還將就架構重組方案進行拉布，多名與
會人士表示強烈不滿。房委會委員蔡涯棉表示，現在公屋輪
候冊的申請宗數預計已超過十八萬宗，創下歷史新高，估計
在明年三月底前，這一數字將升至二十萬宗，必須盡早解決
這一問題。他呼籲立法會議員急市民所急，不要像議席出缺
安排草案一樣，又打拉布戰，癱瘓立法會的工作，延誤經濟
及民生政策的推行，令市民無辜受害。百仁基金主席施榮忻
亦希望，個別議員不要再利用議事規則的灰色地帶，拖慢香
港整體發展， 「我哋不能夠再蹉跎歲月了！」

由於報名人數眾多，在昨日的公聽會之後，五月二十六日
政制事務委員會還將舉行另一次的特別會議聽取各界意見。

【本報訊】記者石璐杉報道：在昨日立法
會政府架構重組的公聽會上，多名文化界人士
關注文化局的設立和局長人選問題。候任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管羅范椒芬昨日 「坐足全場」仔
細聆聽各界意見，她表示，文化局一定會捍衛
自由，並結合文化事業及文化創業。羅范椒芬
亦指出，不少團體基於過往經驗，對未來新制
有疑慮，她希望各界能夠信任梁振英，強調未
來的問責制將有所不同，政府會加強與市民合
作。

新問責制有所不同
多位出席公聽會的文化界人士都支持新設

文化局的建議。香港話劇團理事會主席胡偉民
表示，香港話劇團歡迎和支持成立文化局，認
為該局能夠專責發展藝術教育發展活動，亦可
作為特區政府有效與其他地區的文化部門溝通
交往的對口單位。香港油畫研究會主席林鳴崗
則指出， 「我們不要爭論或擔心香港文化局將
來能做什麼？怎麼做？還是先蓋個 『鳥巢』吧
，先養幾隻雞，雞蛋是會有的，鳳凰也會飛來
的。」

但也有與會的文化界人士對新的文化局表
示出疑慮。羅范椒芬強調，新成立的文化局一
定會捍衛自由，並結合文化事業及文化創業。
被問及文化局局長是否要具文化專業背景，羅
范椒芬表示，不談具體人選，但強調整個問責
團隊要有互補性。

羅范椒芬又指出，不少團體基於過往經驗
，對未來新制有疑慮，她希望外界能夠信任候
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後政府會加強與市民合
作，未來的問責制將與現在有所不同。她說，
梁振英上任後，一定會帶領司局長及整個問責
團隊成員，多面向市民，與各界別內持份者有
更多接觸。

此外，對副司長是向司長負責而非向行政
長官負責，新民黨表示有所疑慮，亦關注副司長管理的政策
局地位會否因此降低。羅范椒芬回應說，即使副司長直接管
理的局，司長仍有虛線監察責任，會對全局有意識，每星期
會繼續開政策統籌委員會。

許曉暉支持多元創作
而盛傳出任下屆政府文化局局長的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

曉暉昨出席公開活動時表示，無論文化局將來由誰人負責，
相信只要具備熱誠、承擔及包容，便可推動文化工作。她說
，過去文化工作一直由民政事務局負責，局方一直支持多元
自由創作，在優化文藝創意生態等方面都作出貢獻，文化藝
術工作有所提升。許曉暉認為，文化局將來要提供空間予文
化界，讓文化藝術工作者在不同範疇上都有發展。

【本報訊】反對派就新政府架構重組建議諸多刁
難，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網誌羅列三大理據解
釋重組，其中指出這次改組可用於立法程序上的時間
，比二○○七年還要多五天，時間更充裕，理應進行
得更順暢。建議重組架構只為提高施政成效，急市民
所急，積極發展經濟，切實改善民生。

梁振英日前在報章撰文提及新一屆政府架構改組
建議，與○七年第三屆政府改組的預留時間幾乎一模
一樣，他昨日再在網誌發表一篇題為 「急市民所急」
的文章，作出以下三點補充：

第一，○七年政府架構的改動涉及八個原來的政
策局，但立法會只有政制事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
梁振英指出，今次他們的改組建議只涉及四個現有政
策局，但除政制事務委員會外，立法會多個事務委員
會，包括民政、工商、發展、房屋、資訊科技及廣播
，都有意各自召開會議討論，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將
盡力配合。

第二，○七年政制事務委員會就改組的討論仍未
完成，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已經開始討論人手和財政
方面的建議。梁振英指出，今次他們也計劃待政制事

務委員會完成討論後，才把建議提交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這是對議員更大的尊重。

第三，○七年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決議案通過前
，已批准改組涉及的財政開支；今次他們要求同樣處
理，卻被批評不尊重立法會的議事程序。梁振英指出
，這次改組可用於立法程序上的時間比○七年還要多
五天，時間更充裕，理應進行得更順暢。建議重組架
構只為提高施政成效，急市民所急，積極發展經濟，
切實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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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部分團體發表的意見
團體

香港僑界
社團聯會

香港潮屬
社團總會

粵港科技
產業促進會

香港證券學會

土木工程
測量師學會

促進現代化
專業人士協會

現代化專業
人士協會

香港旅行社
東主協會

香港政治
經濟文化學會

香港專業及
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群策學社

建議
文化影響本港長期發展，故增設文化局有迫切性。相信新架構有利
解決民生之老大難問題，提升香港在科技和工商產業發展，是合理
的安排，望議員顧及香港需求。
新政府架構讓司、局級官員能全面性處理工作，雖涉及公帑支出，
但提高行政效率，造福市民，顯然花得其適。
現屆政府不夠重視科技發展，而架構重組後，設立 「科技及通訊局
」 和 「工商及產業局」 ，有利加大投資科技基建，促進工業發展和
科技創新互動共贏。
相信成立金融發展局有助進一提升及鞏固香港的金融發展。
新架構對於未來土木工程、房屋土地供應及大型基建項目，具有妥
善及長期可持續發展政策和計劃。倘若新政府架構不能在下屆政府
上任前完成的話，部分政策局則會成為臨時部門，令新政府及新任
班子在處理施政問題上有困難。
文化與民生息息相關，有成立必要，如果推動得宜，可帶動文化職
位，創造就業，效果或出人意表。
重組架構不是增加層級，而是令分工更精細，分擔司長現有的沉重
工作。既然新政府目標清晰，希望立法會議員也能 「急市民所急」
，改變過去社會和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情況。
現時旅遊業監管架構涉及：旅遊業議會、旅遊發展局、旅遊事務署
及旅遊代理商註冊處，頗為分散、重複和混亂，令業界擔心。建議
未來政府需由一個專責旅遊部門去作長期規劃和統籌現有各相關旅
遊部門。
這次架構重組只是行政改制，不涉及政策改變；政府改組非突然而
至；市民最關注新政府的政策內容和施政效果；如果三個月公眾
諮詢加上反對派 「拉布」 ，定影響新屆政府上任，對香港百害無
一利。
新政府架構已醞釀一段時間，具民意基礎，盡早通過才能處理民生
問題。而社會對新政府有頗高期望，故新架構建議被拖延審理，實
非市民之福，促議員從港人福祉着想，履行應盡的責任。
架構重組方案着眼於建立順暢的政策，制定流程及促進各部門間的
溝通合作，符合梁振英提出 「穩中求變」 政綱。因此，立法會應盡
快通過架構重組方案。新架構未必是最完善、最能配合當前社會大
環境的架構，所以有微調和修正空間。

◀羅范椒芬
強調新政府
將加強與市
民合作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梁振英參觀有機農場，試食粟米大讚好味。
旁為農莊莊主黃如榮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梁振英（左三）和曾德成（左四）等參加天水圍活動，與市民
一同刺繡一幅長達二十二米長的 「清明上河圖」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立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舉行公聽會討論新政府架構重組，逾百團體和人士出席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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