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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范：問責官員薪酬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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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政府建議削減政治助理人工，聽聞現屆九名政治
助理中有五人不會留任，包括財政司司長政治助理葉根銓
、環境局政治助理蔡少綿、教育局政治助理楊哲安、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政治助理伍潔鏇及食物及衛生局政治助理陳
智遠。但他們離職的原因原來並非人工縮水那麼簡單，而
是政助這個位原來一點也不易做。有現屆政助私下大吐苦
水，奉勸走入政壇熱廚房的人要有定心理準備，第一，EQ
要高；第二，要認清政客隨時 「講一套、做一套」的真面
目。

幾名政助昨日現身立法會，吸引一眾傳媒追訪。其中
最搞笑的一幕是，本來記者想追問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
嶽的去留意向，但他腳步神速，記者唯有轉而追訪該局的
政助陳智遠。追逐其間，更有記者遺留一隻鞋在現場，十
分趣怪。

陳智遠被問及會否留任下屆政府時，他起初打官腔稱
，現時會集中做好餘下任期的工作，去留問題會在適當時
候公布，但他其後補充說，自己平日認真對待每一項工作
，目標並非爭取曝光，而是支援局方，令議案得到立法會
支持，並且協助危機處理。公眾未必看到他工作上的一舉
一動，但對自己的表現問心無愧，他會虛心聆聽和接受公
眾對他的評價。據悉，陳智遠很大機會另謀高就，皆因過

去四年飽經政壇洗禮，已感到身心疲憊。
楊哲安則透露，候任特首辦有探索他對留任與否的意

向，而他表明要再仔細考慮。楊哲安說，四年前加入問責
班子時尚未結婚生子，如今兩個孩子還小，需要多為家庭
着想。

他又指，做了四年教育局政助，如果未來五年仍要維
持同樣的工作性質，覺得沒有什麼挑戰性。楊哲安又否認
是意興闌珊，他說，如果上屆政助全部留低，未必會達到
新一屆政府想要的作用。被問到對希望成為政助的人有何
建議，楊哲安笑言： 「唔怕被人鬧。」

另有報道指，有兩名政助有望更上一層樓升任副局長
，分別是勞工及福利局的莫宜端及發展局的張文韜。此外
，民政事務局政助徐英偉則強調要做好現時的工作，不回
應有否申請留任下屆政府。徐英偉說，任何有意加入政府
的人，最重要是有無熱心及能力服務社會，到時會有遴選
機制，相關局長亦會作出篩選，看到很多人提交申請書，
認為競爭激烈是好事。而表示尚未決定去留的還有保安局
政治助理盧奕基。

的確各政策局在任內有不少棘手問題要處理，背
後要花大量時間和精力與不同持份者斡旋。有政壇中
人分析，做政治游說工作向來是最艱難的任務，很
多政客並非善男信女，昨天答應撐政府的，今
天可以隨時 「變臉」，真是EQ低一點、忍
耐力少一點也捱不住。

EQ要高 政助唔易做
辛文仁

政壇八卦鏡 有立法會議員推算二○二○至二○二一年
度的五年間，每年約有六千九百名公務員退休
，希望政府採取措施避免公務員出現嚴重老化
和斷層，建議將現時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轉為公
務員。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認為， 「內部
招聘」程序並不適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俞宗
怡指，政府預期會有更多人員退休，會繼續公
開招聘公務員填補職位空缺，相信公務員隊伍
會繼續年輕化。

倡推行「內部招聘」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璆關注，八十年代

入職的公務員將於未來數年退休，他推算在截
至二○二○至二○二一年度的五年間，每年約
有六千九百人退休。俞宗怡表示，自二○○七
至○八年度起，當局已逐步恢復全面公開招聘
公務員填補職位空缺，並精簡招聘進程，在符
合公平、公開競爭及用人唯才的大原則下，縮
短招聘工作所需時間。在晉升方面，各部門已
根據預期公務員職位空缺出現前，展開晉升選
拔工作，以便當空缺出現時，即可或短期內予
以填補。

潘佩璆指，政府內部招聘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可以縮短招聘程序和減省重新訓練員工的
時間，俞宗怡認為，政府的政策是透過公開、
公平和具競爭性的招聘過程，錄取最合適的人
員填補公務員職位空缺。由於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的聘用情況及性質不同，而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崗位的入職條件和遴選過程或會與公務員職
位不同，因此讓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直接獲聘為
公務員，並不恰當。在職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如有意申請任何公務員職位，可以透過公開、
公平的招聘程序投考。至於 「內部招聘」的安
排，目的是在現職公務員中甄選合適人員填補
公務員職位空缺。

俞宗怡「心中有數」
俞宗怡表示，數據顯示，在二○○七至○

八至二○一○至一一這四個年度期間，新入職
的公務員並屬於二十至二十九歲年齡組別，佔
總入職公務員數目的三分之二。這年齡組別的
人員佔公務員實際員額的比率，亦由二○○六
至○七年度的百分之七上升至二○一○至一
一年度的約一成。當局預計此趨勢在未來數
年會持續。俞宗怡指，預期會有更多人
員退休，政府會繼續公開招聘公務員
填補職位空缺，相信公務員隊伍
會繼續年輕化。

議員憂公務員退休潮

【本報訊】本報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法例修訂建議小組
委員會昨日繼續討論政府架構重組，議員關注問責官員凍薪的可
行性。有議員表示，若新班子願意凍薪，已顯示其誠意，應先通
過架構重組建議，讓新班子展示能力。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
則表示，問責官員薪酬要訂於合理水平，才可以吸引人才加入政
府。

陳健波：願凍薪已顯誠意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與建制派議員舉行飯局後表示，會

認真積極考慮新班子凍薪的建議，議員昨日集中討論新一屆問責
班子應凍薪抑或減薪。

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認為，問責官員的薪酬與商界類似
工作崗位相比，已相差甚遠，若問責官員薪酬水平太低，難以吸
引政治人才加入政府。他認為，若新班子願意凍薪，已是極大的
誠意，值得向新政府提供足夠資源試行運作。陳健波又指出，有
議員提出要求問責官員根據民調結果而減薪的做法不公道，若民
調可決定薪酬，立法會議員亦應以民調結果來調整薪酬。

民建聯的葉國謙則指出，有反對派議員提出將問責官員的薪
酬與公務員薪酬掛鈎，且對問責官員實行減薪，換言之是要檢討
十多萬公務員的薪酬，並非有效的做法，整個公務員團隊的薪酬
水平都會被拖累。

王國興促通過架構重組
工聯會的王國興亦表示，新班子仍未上任，加薪會令部分市

民有意見，凍薪較為合適，相信若立法會盡快通過架構重組建議
，讓新一屆政府落實施政抱負，可讓市民建立信心。

對於有議員提出問責官員應減薪，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
表示，香港並沒有政黨政治，薪酬要訂於合理水平，才可以吸引
人才加入政府，有關薪酬檢討需要進行深入研究，並非短期內能
夠完成，現時最急切要處理的是架構改組。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譚志源亦表示，市民對官員的期望，主要來自官員是否履行
承諾，未必在乎官員薪酬高低。

民主黨則為阻架構重組建議巧立名目，聲稱對問責制有所謂
五大關注：薪酬過高、層級擴張、部門擴張、缺乏罰則和應有減

薪機制。民主黨的張文光在該黨昨日下午的黨團會議後宣布，他
們在財委會審議架構重組時會盡量有新問題問，又聲言會在合適
的時間提減薪修訂，但減薪幅度就要再研究。

▲羅范椒芬表示，問責官員薪酬要訂於合理水平，才可以吸引
人才加入政府

立法會會議廳進行了多日的馬拉
松式 「拉布」，議員們已感到身心疲
累，估不到會議廳外也齊齊 「拉布」
。不過，此 「拉布」不同彼 「拉布」

，事緣立法會一樓會議廳外走廊，一道防火布簾於清晨倒塌
，支撐防火布簾的支架屈曲變形，職員已將附近一帶圍封，
等待維修。平日有自然光射進走廊，現在卻變得死氣沉沉，
但願議會內外的 「拉布」可以盡快完結吧。

立會走廊也拉布
花絮

【本報訊】行政長官曾蔭權連同其隨行人員去年外訪開
支總額為四百萬元，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曾外訪六十次，成為外訪次數最多的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葉劉
淑儀的提問指，在二○一一至一二財政年度，行政長官連同
其隨行人員公務外訪的開支總額為四百四十六萬港元，而他
二○○七年七月至二○一二年一月公務外訪的開支總額為一
千零六十七萬港元。

另外，根據政府資料，在局長、副局及政治助理中，邱
騰華及曾德成外訪六十次，成為外訪次數最多局長。邱騰華
上任以來，可說足迹遍天下，去過日本、美國、英國、澳洲
、加拿大、韓國、丹麥、瑞典、以色列、新加坡、馬來西亞
、德國、墨西哥、法國、奧地利、巴西、挪威及內地多個城
市，外訪費用為一百八十二萬元。而環境局副局長潘潔亦外
訪了四十二次，主要返回內地，花費十一萬元。環境局政治
助理蔡少棉成為外訪次數最多的政助，一共二十一次，她去
過多個國家，花費了約九十四萬元。

立會瞭望台

CY與李嘉誠飯局

過往被指得不到商界支持的候任行政
長官梁振英，前天與長實主席李嘉誠共晉
午餐，雙方談及全球經濟問題，尤其關注
歐洲金融動盪會否影響香港經濟。而九倉
集團主席吳光正昨天亦公開支持梁振英重
組政府架構的建議，強調對梁振英的新政
府有很大期望，並認為公眾應該包容，讓
新班子可爭取時間解決重大問題，不應執
著於官員人選等細微的事情。

本報記者 戴正言

◀ 梁 振 英
（右）前天
與 李 嘉 誠
（左）共晉
午餐，雙方
談及全球經
濟問題

特首五年外訪開支逾千萬

▲立法會一樓會議廳外的 「拉布」 場面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梁振英昨出席警察員佐級協會新一屆執委會就職
典禮後，被問到與李嘉誠的飯局時表示，他一直與香
港工商界和其他界別的朋友經常會面，過去亦有與李
嘉誠吃飯， 「談話內容都離不開全球經濟，尤其是大
家最近很關心歐洲金融市場的波動，會否影響到香港
的經濟，沒有其他東西。」長實集團發言人表示，梁
振英同李嘉誠及其長子、長實副主席李澤鉅享用午餐
，三人共商環球經濟及歐債危機。

關注歐債危機影響
飯局經報章昨日報道而公開，報道指梁振英周二

近中午一時，親自到長實總部拜會李嘉誠，並由李嘉
誠及李澤鉅等人親自到大堂迎接，二人在下午二時再
親送梁振英離開，報道指是梁振英自三月當選以來首
次與李嘉誠會面。

另一方面，因資料有誤而未能成功提名唐英年參
選特首的吳光正，昨天公開力挺梁振英，表明對梁振
英的新政府有好大期望，認為他實事求是，熟悉地產
市場，政綱亦有提及中長線發展。吳光正指相信重組

架構以至班子人選都是微調，大家應該包容並且讓梁
振英有空間做事。

吳光正挺架構重組
吳光正說： 「現在最麻煩的是，我想你做事，但

不想你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事，到時他說做不到，應該
由誰人負責……所以我希望社會人士可以包容一點，
令新班子可以開始做事，爭取時間，因為要做的事太
多。」

他希望梁振英處理三大問題，包括擴大香港服務
業、改善空氣質素，以及協助市民安居樂業，而社會
爭拗不要着眼於微小事情， 「所以我對梁振英的新政
府有很大期望，希望大家給予機會，這麼多事情擺在
我們面前，我們不該再爭拗細微的事。」

吳光正又稱，由一九八二年到回歸十五周年的三
十年過渡期間，香港都未有處理好這三個問題，而梁
振英的長遠發展政策，有很多都值得支持，希望市民
與政府能有一個共同發展的長遠目標。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硬朗的執
法手法，一直遭到反對派的攻擊。曾偉雄昨天表示，警方尊重
市民遊行和集會的權利，但對罔顧法紀、破壞社會秩序的人，
警隊有責任果斷處理。他又稱，警員處理政治敏感的事件時，
除了要保持敏感度，亦要做到以人為本。

曾偉雄昨在警察員佐級協會新一屆執委會就職儀式上致詞
時稱，在今時今日的社會，警員要處理的問題和面對的挑戰，
都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但堅守崗位和忍耐的態度，贏
得不少市民的讚賞。他重申，警方尊重市民遊行和集會的權利
， 「不過，對於一些罔顧法紀、破壞社會秩序、威脅社會安全
的人士，警隊有責任採取適當的行動果斷處理。」

曾偉雄稱，警員處理一些帶政治色彩和敏感的事件上，除
了保持敏感度，亦要做到以人為本去服務社群。他又稱，會尊
重傳媒的工作，適時發放準確的消息，加強雙方的溝通，減少
傳媒對警方的誤解，正檢討採訪區的安排，未來大型行動會有
傳媒聯絡組。對於警員提出檢討職系架構和彈性退休年齡，曾
偉雄稱，管理層會按程序向當局反映。

他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去年因三宗遊行人士故意阻塞通
道的事件，才令拘捕數字上升，強調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自由
。至於反對派在七月一日舉行的遊行，曾偉雄稱，上周才收到
主辦單位通知，會作審慎安排，警方已電話聯絡主辦單位，稍
後會安排會面。

曾偉雄：沒有打壓遊行集會

▲曾偉雄重申，警方尊重市民
遊行和集會的權利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議席
出缺條例草案，全日會議共否決了人民力量所提的超過一百
九十項修訂，連同過去兩星期的會議，一共否決了約一千零
四十多項修訂，但現時仍有約二百六十八項修訂未表決。會
議昨日夜晚十時結束，立法會已安排今日下午繼續會議，預
計最快本周五中午進行三讀。

而緊接議席出缺條例草案的將是競爭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立法會本周六亦會全日開會進行審議，因政府對草案有數
百項委員會階段修正案，亦有四名議員提出修訂，預計需時
數日處理。

對於反對派揚言就競爭法審議拉布，競爭條例草案委員
會主席梁君彥相信競爭法的審議時間充足，不會影響改組建
議表決，而即使時間不夠，當局亦可收番草案。而如果拉布
影響到一手樓規管等重要的民生議案通過，梁君彥指，拉布
議員必須負上責任。

出缺草案尚餘268條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