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政府架
構重組建議再過一關，立法會人事
編制委員會昨日以大比數通過建議
，並將於周五交由財委會審議，但
預計反對派會繼續提出大量提問作
拖延。對於有議員建議將重組建議
「分拆上市」，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
椒芬表明，民調顯示市民傾向支持
新班子完整上任，故暫不打算分階
段交到立法會通過。

本報記者 戴正言

架構重組方案再過一關
人事委會開綠燈 周五闖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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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消息：全國人大常
委會辦公廳十一日發布公告，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的辦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會議。全國
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於本月十日起向符合選舉會議
成員資格的香港人士發函，徵求他們是否願意成
為選舉會議成員。這標誌着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
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活動開始啟動。

根據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
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

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選舉會
議由參加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代表選舉會議的人員，以及不是上述人員
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中的中國公民組成
。但本人提出不願參加者除外。

選舉會議成員下月登記
隨函還發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會議成

員登記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等三個
法律文件。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公告指出，願意成
為選舉會議成員並願意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
表的辦法》履行職責的人員，請於七月十日至二
十五日期間，親自或指派專人持委託書到全國人

大常委會辦公廳在香港信德中心設立的選舉工作
辦公室遞交填寫好的登記表及照片。二○一二年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三十分為登記表受理截止
時間。

據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介紹，符合香港第
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成員資格的人士有
一千八百多人，比上屆人數增加約三分之一。

無記名方式選出36人代
根據選舉辦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

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全國人大常委會
主持，選舉會議成員名單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
，選舉會議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應選名額為三十六名。

港區人代選舉啟動

【本報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起一連兩日訪問澳門
，出席第五次港澳合作高層會議。高層會議讓港澳雙方回顧
各範疇的合作成果，討論未來合作方向，以及探討其他新的
合作領域。曾俊華亦會趁此行加深了解澳門的最新發展，並
與當地高層官員會面。

財爺訪澳門商討合作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由候任行政長官梁振
英任主席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遴選委員會昨日舉行首輪
遴選工作，約三百名副局長職位的申請人中，有三十九
人進入下一階段面試，據了解，當中亦包括現任副局長
。獲得面試機會的申請人將於明日開始與遴選委員會會
面，遴選委員會再將適合人選推薦下屆問責局長挑選。

候任特首辦發言人表示，遴選工作集中處理副局長
的職位，申請人的質素相當高。遴選準則包括申請人從
事公共事務的經驗、專業資格、學歷、理念，以及與相
關局長的互補性。

將晤梁振英或羅范
三十九名入圍者將於本月十三日、十四日、十六日

、十七日和十九日與遴選委員會會面，會面過程將由梁
振英或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親自主持，加上遴選委
員會至少兩名非官守成員。屆時將從中進一步挑選合適
人選，待主要官員任命公布後，由相關的司、副司及局
長參與下一階段的遴選，共同建立團隊。

成員之一的總商會主席胡定旭表示，會盡力爭取在
七月一日前完成副局長的遴選工作。另一名成員高靜芝

亦表示，希望七月一日前能完成政府架構重組和新班子
上任的工作。

委員會的秘書處早於四日前已陸續將約三百份履歷
給予各成員參考，每個成員看過履歷後，再在昨日的會
議上逐一投票，申請人需在四名在場的遴選委員中（羅
范椒芬因出席立法會會議缺席），取得三名或以上成員
投票贊成才能入圍。

對於遴選的標準，委員會成員、觀塘區議會主席陳
振彬認為，副局長的人選需要有承擔、有管治能力及判
斷能力，相信有公共行政經驗以及曾參與各種諮詢委員
會工作的申請人會較有優勢。

梁振英早前公開呼籲有志人士加入新一屆政府政治
委任團隊為副局長或政治助理，合共收到約一千一百份
申請，多數是申請做政治助理。政治助理的遴選工作，
將於副局長遴選工作結束後才開始。

外界一直盛傳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
以及有機會轉到立會任秘書長的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不
會留任外，其餘多名副局長的留任機會則相當大，而現
任勞工及福利局政治助理莫宜端以及發展局政治助理張
文韜更有望升做副局長。

副局長面試 39人入圍

中環軍營下月起整修
【本報訊】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中環軍營大部

分營房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為更好地配合中區都市風貌
，中環軍營將於今年七月開始，進行為期約二十個月的整
修。駐軍中環軍營的工作及生活的多數官兵已於本月十一
日由中環愛丁堡廣場二號正式遷往九龍昂船洲志昂路海軍
基地。

此次整修將保持中環軍營原有建築風格，延續豎向立
柱特色，通過加強建築的厚重感和力量感，營造威嚴、莊
重的建築形象。通過整修，將進一步加強中環軍營軟硬件
建設，有利於提升駐軍履行使命任務的能力，展示威武文
明之師的良好形象。

【本報訊】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連任新一屆
工聯會勞工事務主任，周聯僑昨天見與記者茶敘時，分析最
低工資、食材價格上漲及租金上漲對通脹的影響，強調最低
工資並不會觸動整個社會物價水平。工聯會已定於下周四約
見最低工資委員會，提出將最低工資升至三十三元的要求。

周聯僑繼續擔任新一屆工聯會勞工事務主任，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葉偉明、離島區區議員鄧家彪、轄下的服務業總工
會理事長唐羹堯則擔任新的副主任，顧問由工聯會副會長梁
富華擔任。談到最低工資，周聯僑認為，全港三百五十多萬
勞動人口中，約有二十七萬四千的工人得到保障，以這樣的
比例，最低工資很難影響香港整體物價水平，因為通脹是整
體的，最低工資不能觸動整個社會的物價。他分析，租金上
漲、食材價格上升以及輸入性通脹都會影響物價。相反，在
各方面物價都提高的時候，最低工資則起到保障基層市民免
受通脹影響拉低生活質素。

以飲食業為例，工聯會分析一些大型快餐集團的運營成
本後指，食材一項佔其總成本的比例最多，平均有三成五以
上，而人工佔總成本的兩成五至三成左右，所以食材才是食
肆的主要開支，最影響食肆利潤，而最低工資應不是觸發食
肆加價的真正原因。

周聯僑指最低工資
不會觸動物價水平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表明完成現屆任期
工作後將前往英國修讀神學的政務司司長林瑞麟，昨
日在新政府總部與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傳媒代表、
學者等聚會。回顧過去三十多年公務員生涯，林瑞麟
說深深體會到香港是福地，希望各界可減少爭拗，發
展經濟，他又認為，從政者的朋友很重要，自己的最
後任務是確保兩屆政府可順利交接。

寄語社會各界減少爭拗
聚會在新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的會客室舉行，林

瑞麟的妻子亦有出席。作為政府主要官員，林瑞麟說
，自己將完成第二個 「五年」的任期，出國讀書是要
走一條新的路，更新自己，在英國完成神學課程後，
會回港為教會工作，無考慮過要參選。他又表示，早

已做了讀書的決定，因世界各地的部級官員，通常是
一任起、兩任止，很少能做超過兩屆。

回顧三十多年在政府工作的經歷，林瑞麟說，自
己有三個感想，其一，是覺得香港是福地，近年雖然
有不少爭拗，但很多方面都有進步，連續十年居全國
城市競爭力榜首，今年亦連續第二年獲評為世界最具
競爭力的經濟體。林瑞麟表示，自己要離開香港一段
時間，但希望社會各界可減少爭拗，團結起來發展香
港經濟。

最後任務確保順利交接
林瑞麟又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認為於

從政者而言，朋友是很重要的，他感謝立法會議員、
地區人士、社會各界一直的支持和幫助，雖然有時大

家立場不同，但仍得到不少朋友的鼓勵。
林瑞麟坦言，過去的工作不時要面對難度很高的

問題，但相信事情總會過去，現在最後的任務，是要
確保現屆政府與下屆政府順利交接。林瑞麟在聚會上
，聽聞立法會人事編制委員會剛通過了有關架構重組
的建議，他表示，感到好高興。

臨別在即，不少參與聚會的嘉賓都爭相與林瑞麟
伉儷合影留念。而會客室內亦有一個特別的設計，在
一面牆上，刻有回歸前歷任輔政司（後改稱布政司）
以及回歸後歷任政務司司長的名字，當中亦包括林瑞
麟。有嘉賓笑說，林瑞麟自去年接替因參選行政長官
而辭職的唐英年，出任政務司司長一職時間雖短，但
盡職盡責，總算可以 「留名」。

林瑞麟別官場感言：香港是福地

李子誦設靈
梁振英弔唁

【本報訊】文匯報前社長李子誦昨日設靈，候任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天傍晚到其靈堂弔唁，他稱讚李子誦是
香港報壇泰斗。行政長官曾蔭權、中聯辦和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昨日均送花圈表示悼念。

梁振英昨日傍晚到香港殯儀館致祭後表示，他認識
李子誦三十多年，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他與二十多名
專業人士成立一個名為 「四化協會」的專業組織，那個
時候與文匯報及李子誦有相當廣泛的合作關係，他到內
地講課和在內地的義務工作活動，都是通過李子誦的支
持和配合而完成。梁振英續指，由那時開始，他與李子
誦等朋友都一直有保持聯繫，非常敬重這位香港的報壇
泰斗。他說，自己雖然忙於遴選副局長人選，但仍特意
趕過來躹個躬，向李子誦表示敬意。

李子誦因病於五月十一日下午二時三十四分在香港
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辭世，享年一百零一歲。李子誦原
名李誦，廣東順德人。一九一二年出生，十六歲加入新
聞業，投身報界近六十年。先後在《大公報》、《華僑
日報》、廣州《建國日報》等擔任校對和編輯，並曾長
時間擔任香港《文匯報》社長一職。

反對派事先張揚玩拉布
人事編制委員會繼續馬拉松式審議架構重

組建議，昨日續會時更要延長會議，再多用近
八個小時才能表決，最終在九票贊成、兩票反
對的情況下順利通過。架構重組早前已 「先過
首關」，由內務委員會屬下的小組委員會完成
決議案的文本，而昨日在人事編制委員會通過
建議後，下一步將在周五由財委會繼續審議。
不過，反對派議員已揚言，會在財委會上就建
議提出大量修訂和提問 「玩拉布」，民主黨的
張文光亦把動議改至財會上提出，因此財委會
能否及時完成審議，並按政府計劃於本月二十
日的立法會大會上表決，仍然是未知之數。

事實上，人事編制委員會的會議中主要由
反對派議員提問，但不少問題都重複，如副司
長的職能、憲制地位，以及副司長率領的政策
局會否成為 「二等局」等，又質疑設副司長的
需要。

羅范椒芬重申，副司長處理的人口、扶貧
規劃，都是涉及政策制訂，並不涉及權力運用
，而社會政治環境轉變，司長的工作壓力增加
，副司長可加強制定產業政策、 「十二五」規
劃的落實措施，以改善民生、貧窮和社會流動
的問題。她又稱，各問責局經常在政策間有不
同層次的合作，副司長就轄下三個局做協調工
作，避免各自為政的情況。

民建聯的劉江華認為，設副司長正能填補
香港長遠規劃和協調不足的問題，並以足球隊
來形容，指不少市民希望新班子齊整上陣，
「明明看到有兩個空檔，領隊說要補充，如果

我們不給他們，說下年才給，但他們不是下年
才打波，他們七月一日便上陣了，如果打輸了
，我們又批評他們。」他指出，CEPA簽訂後
的政策落實進展未如理想，不增設副司長便難
以改善問題。

羅范：無意「分拆上市」
勞聯的李鳳英就認為，增設副司長較具爭

議，提議政府暫不在現階段討論，先通過其他
爭議較少的建議， 「當局會否向前看，因應議
員的訴求，分拆讓議員投票？」羅范椒芬重申
，現時無意 「分拆上市」，因為新一屆政府希
望以較完整的人事編制落實政綱， 「事實上我
們在民調當中看到，有超過六成的市民表示支
持（架構重組），另有百分之五十九點多認為
政府應該整個班子同時上場。」

羅范椒芬又稱，公開招聘人才並非政治酬
庸，而是梁振英要避免滄海遺珠，希望任用最
合適的人才，把多點非官場經驗和思維帶入政
府，合資格人士會接受面試和品格審查，並交
上一篇文章。她表示，未來會交代問責官員的
政黨身份和背景，承諾會盡快給各議員清晰答
覆，特別是下屆問責制的實際推行情況。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積極落區的候任行政長
官梁振英，昨晚在家中宴請新界各區區議會主席，盛傳會
留任新政府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亦有到場。據了解，
梁振英主要關心新界土地運用的問題，特別是開放邊境地
區發展住宅，承諾會要求問責官員多落區巡視，但未有談
論到新界僭建問題。

飯局長約兩個半小時，除了元朗區區議會主席梁志祥
因事缺席外，其他八個區的區議會主席均是座上客，包括
屯門區區議會主席、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沙田區區議會主
席何厚祥、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等。據了解，盛傳會留
任下屆政府的曾德成亦有到場。

有出席者表示，飯局兩周前由梁振英主動邀約，梁振
英在會面時十分關注新界土地發展，特別是開放邊境禁區
，希望一改以往發展低密度住宅的模式，逐步慢慢發展禁
區。他表示，梁振英與劉皇發等人未有主動提到新界僭建
問題，只談到新界牌照屋的歷史問題，梁振英亦表達了關
注。

該名出席者又表示，會面未有談到 「雙非」和兩地矛
盾的問題，但梁振英希望加強地方行政，做到 「地區事，
地區辦」，加強區議會與各區民政事務處的合作，提升區
議會的權責，又承諾未來問責官員會多落區巡視，改善施
政不夠深入的情況。他提到，梁振英與各主席都惋惜政策
僵化導致發展緩慢，期望能拆牆鬆綁，加快新界的發展。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新一屆政府擬增設副司長，而
政務司副司長其中一項工作，便是制訂退休保障相關政策。有立
法會議員稱，退休保障屬策略性、階段性工作，而副司長的工作
儼如臨時工，認為不需成為常設職位。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
表示，強積金和人口老化是大範疇工作，需要有人協調各部門做
好規劃。

人力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及福利事務委員會昨舉行
聯席會議，有反對派議員質疑政務司副司長的工作屬階段性，又未
獲常設撥款制訂各種政策，只從各相關部門處取得撥款，定位跟
顧問類似。羅范椒芬則回應指，撥款屬細節問題， 「可以要求庫務
局撥款，工作跟調研有關的話，可從中央政策組處取得經費。」

會上亦有議員認為，增設副司長有架床疊屋、權責不清問題
。羅范椒芬表示，問責官員公務越來越繁重，內地與香港交往日
趨頻繁，無論是人力規劃、培訓或貧窮問題，要向可持續發展方
向邁進的話，就要有專人負責。

CY宴新界區會主席
對土地發展表關注

羅范重申副司長具協調重任重任

▲人事編制委員會昨日繼續審議政府架構重組建議，最終建議獲大比數通過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羅范椒芬表示，民調顯示市民傾向支持新
班子完整上任，所以不會將架構重組建議
「分拆上市」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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