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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早前表明不選立法會
的余若薇，上周六突然「轉」空降新界西，排在郭家麒
後以一張名單出選。雖然余若薇否認是重施故伎催谷郭
家麒當選，但她就名言公民黨在新界西要取兩席，意即
要與其他反對派分一杯羹。

余若薇早前曾表示，答應家人不參選下屆立法會
，但最終 「唔嫁又嫁」，背棄承諾空降新界西。余若
薇昨日與傳媒茶敘時，為自己開脫說，突然參選是
「被說服」。她表示，黨內做過民調，五區之中，她

在港島知名度最高，其次是新界西，由於該區上屆投
票率較低，且缺乏女性候選人及不同背景的反對派候
選人，即使自己參選，亦不會搶走其他反對派候選人
的選票。

早前有報道指余若薇健康出現問題，她昨日澄清，
自己腦部的腫瘤情況穩定，只是個 「水泡」，不影響工
作。而原來與余若薇同一名單出選港島的陳淑莊，今次
將夥拍陳家洛在港島區參選，但未定名單數目及次序。
余若薇說，較傾向陳家洛排第一、陳淑莊排第二。

至於這樣做是否會令早前在區選落敗的陳淑莊成為
「雙失」，余若薇說，是有一定風險，但選舉就一定有

人要犧牲，才可以推更多人入議會。

【本報訊】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
周一嶽（見圖）昨
日首次表明不會
留 任 下 屆 政 府
，並不指名暗示
前醫管局行政總

裁高永文將繼任。
曾表明願意留

任並出任副局長的周一
嶽，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首次表明，不會留
任新政府。被問到候任特首梁振英有否挽留
他，或邀請他出任政府其他崗位，周一嶽不
願透露，只強調應給予對方足夠空間選擇自
己的班底，而自己工作多年從不自薦。

當被問到是否同意梁振英提出的 「零配
額」解決雙非問題，周一嶽未正面回應，只
說不應在對方還未上場時就予以打擊。至於
是否因 「逐年遞減」配額的政策被推翻感到
委屈，周一嶽說，既然候任特首認為應以
「零配額」解決，局方應該配合。

關於繼任人選，周一嶽暗示新局長與他
背景相似，都是骨科醫生且都畢業於皇仁書
院，此描述與被盛傳將出任下屆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的高永文正好合。

回顧七年多局長生涯，經常處理疫症、
突發事故，還被起了 「周一鑊」的花名，周
一嶽表示，無論工作多艱難，或受到抨擊，
都不會太介意，若要他數最大 「鑊」，就是
豬流感爆發時決定封酒店那次。

至於未來打算，周一嶽自言教書的可能性不大，笑
稱不想 「誤人子弟」。他又說仍然十分關心社會，希望
在政府以外的崗位繼續服務市民，但不會效仿其他前任
局長，在卸任後繼續評論政府政策。

【本報訊】特區政府早前提出公務員薪酬調整方案
，公務員事務局昨日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
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的職方就有關方案作出的回應後
，決定首長級和高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的薪酬上調百分
之五點二六，中層薪金級別和低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的
薪酬上調百分之五點八。有關調整會追溯至二○一二年
四月一日起生效。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示，薪酬調整與當局早前提
出的方案相同，由於有關決定已考慮到私營機構在截至
二○一二年四月一日的十二個月內的一般薪酬調整、香
港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況、職方
對薪酬調整的要求，以及公務員士氣，相信決定是公平
和合理的。政府將於六月二十九日呈交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審批。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專責討論政府架構重
組的小組委員會，昨日完成最後一次會議，政府會在下周三
（二十日）交由立法會大會表決。反對派議員繼續在會議中拖
延時間，指設副司長是要以副制正，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
羅范椒芬批評， 「奪權論」是想像力太豐富，呼籲議員勿以陰
謀論看待重組事宜。建制派議員批評 「奪權論」是 「政治幼稚
」，認為議員不能單因為懷疑而把重組建議一拖再拖。

羅范批反對派陰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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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議，反對派議員繼續就副司長的職能重複發
問，盡最後的力量拖延。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張文光，公民
黨梁家傑等，不斷徘徊在質疑副司長的職能，是否要以副制正
，甚至奪去司長的權力。

政府官員解釋，設立副司長完全合憲，雖然兩位司長可把
權力轉授副司長，但條文規定部分權力不能轉授，而司長可隨
時行使已轉授的權力；司長在轉授權力時亦可施加限制，因此
不可能出現以副制正的情況。

羅范椒芬稱，政務司或財政司是一個部門，可由內部以行
政令下放權力，強調副司長並非要削司長的權力，認為議員的
想像力太豐富， 「不用給法定權力予副司長， fit 人仍然是
兩位司長……不要陰謀論，我們整個架構重組完全是行之正道
，回應社會需求和以往批評，絕對不是削權。」

她表示，副司長協助政策工作，包括香港長遠規劃、統
籌問責局之間的工作，質疑議員研究太多政府內部細微運作
，而非政府政策如何幫助市民，浪費議會時間。她又指，政
府不能 「斬腳趾避沙蟲」，因為議員的主觀憂慮而放棄重組
建議。

民建聯的葉國謙（見圖）批評反對派議員的 「奪權」、
「政變」言論是 「政治幼稚」，認為官員有正式任命，並向行

政長官負責，副司長的權力轉移是內部問題，立法會不應參與
。專業會議的梁美芬稱，不能只因議員的懷疑就不斷拖延，應
從實際需要考慮是否批准重組建議。

委員會將在周五（十五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立法
會下周三將就決議案作表決，而議員可在最遲今日提出修訂；
至於財委會則在周五審議重組建議。

【本報訊】鑑於早前一名行政會議成員誤解利益申
報規定，政府昨日公布新修訂有關行政會議成員每年須
登記的個人利益的規定，主要涉及土地和物業利益申報
方面。

根據經修訂的規定，行政會議成員如透過所謂 「空
殼」公司持有土地或物業利益，不論議員在有關公司持
有多少股份，有關利益均須申報。議員持有其他類型公
司，比如上市公司的股份，而該公司由議員控制，或擁
有百分之三十三或以上的股份，或議員可行使該公司百
分之三十三或以上的投票權，該公司持有的土地或物業
利益均須申報。

修訂亦澄清，有關議員透過信託持有土地或物業利
益的申報規定，訂明議員在本港以外地區擁有的土地或
物業利益有所變更，須在變更有效日期起計算的二十八
天內作出通知。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即將換屆，表明會退休的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認
為其接班人需要與行政長官有共同理念。他回顧任
內工作時指出，最遺憾未有就廿三條推行立法。他
說，近年本港政治環境日趨複雜，有人視廿三條立
法為洪水猛獸，他卻不同意須待普選後才立法，並
相信會有條文保障香港人的合法權益。他又指出，
中聯辦是私人地方，將示威物品拋入是干涉私人地
方。

李少光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對任內
沒有就廿三條立法感到遺憾。他說： 「這可以說是
我任內的遺憾，我當年接任葉太（前保安局局長葉
劉淑儀）時，首要任務希望為國家安全，為廿三條
立法，但我接任一兩個月後，董生（前行政長官董
建華）宣布無限期押後，過後這幾年香港的環境日
趨政治化，有人視廿三條立法是洪水猛獸，這是非
常可惜的。」

他又指，即使本港將來為廿三條立法，相信當
中會有條文保障香港人的合法權利。他認同，要預
先討論及取得社會共識才可就廿三條立法，他不同
意需待本港實現普選才立法，認為應於社會較平和
時立法較為理想。

對於日前有遊行人士於中聯辦外與警方推撞，
李少光指警方當時評估不能夠封閉整條道路，否則
會妨礙緊急車輛行駛，又指每次大型遊行示威活動
時，警方都會與示威人士協調，但有部分人士未能
遵守彼此的共識而引起衝突。他指出，不適宜拆去
中聯辦外花槽，若這樣做是罔顧當區居民感受，況
且拆去花槽只可容納多八至十個示威者，對保安沒
有正面作用。他又強調，中聯辦是私人地方，示威
者將示威物品拋入閘內，是干涉私人地方。

另外，談到下一任保安局局長的接班人，李少
光認為需要與新行政長官有同一理念，目標是服務
香港社會，亦要有管理大型機構的能力。至於是否
須具備管理紀律部隊的經驗，他認為不是必須，但
若曾在紀律部隊工作，了解有關文化，有利與內部
更好溝通，對工作更有幫助。他透露，計劃在下月
中到加拿大旅遊探親。

李少光：遺憾無推23條立法

▲李少光表示，遺憾任內未有就廿三條推行立法

吳康民曾德成讚其一生愛國
原全國政協常委、香港《文匯報》前社長李子誦上月十一日在香港東華三院馮堯敬醫

院病逝，享壽一百零一歲，喪禮昨日在香港殯儀館舉行。三百名各界人士到場致祭，儀式
莊嚴肅穆。現任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及李子誦長孫李泳新分別致悼詞，前港區人大
代表吳康民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前往致祭時，讚揚李子誦一生愛國愛港，忠於新聞事
業，值得敬重。 本報記者 李盛芝

李子誦的大殮儀式昨早十一時半舉行，靈堂以白
色為主調，擺滿白色鮮花，李子誦的遺像端置於會場
正中。兩邊掛上 「省港澳知名眾稱報壇泰斗；老中青
共仰長留一代宗風」的輓聯。三百名政界、新聞界、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代表等各界人士相繼到場弔唁，以
託哀思。

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及部

分特區政府官員、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中共中央
統戰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中聯辦
以及多個新聞媒體等致送的逾百花牌環繞公祭現場擺
放。

李子誦治喪委員會由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擔任名譽
主任委員，王樹成任主任委員，及八十六位各界人士
擔任副主任委員和委員。

王樹成及李子誦長孫李泳新在大殮儀式上分別致
悼詞。王樹成讚揚李子誦一生愛國愛港，忠於愛國新
聞事業，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作出積極貢獻，全力
團結愛國愛港人士、支持愛國愛港事業。李子誦長孫
形容，李子誦是一位愛國愛港、德高望重、貢獻良多
的人士，他的離世是對新聞界的重大損失。

吳康民及曾德成讚揚李子誦，是一生愛國專業的
報人，值得敬重。吳康民稱讚李子誦，奮鬥一生，對
國家有貢獻，值得欽佩。

李子誦的喪禮在中午十二時二十分完成，由前港
區人大代表吳康民、現任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
、《大公報》社長姜在忠、政協委員朱蓮芬、香港報
業公會會長李祖澤、香港《文匯報》前社長張雲楓、
林馨曾及蔡醒民八人扶靈，靈柩隨即移送柴灣歌連臣

角火葬場火化，骨灰與其妻合葬。
五月十一日，李子誦因病在香港辭世，終年一百

零一歲。原名李頌的李子誦為廣東順德人，一九一二
年出生。十六歲投身報業，在粵港澳等地從事新聞工
作逾六十年，一九五一年起任職香港《文匯報》。他
生前曾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民革第六、七屆
中央常委。

辛勤耕耘報壇逾六十年
五月十五日，中聯辦發出唁電。唁電稱，李子誦

愛國愛港，為香港報界名宿；新中國成立後，李子誦
長期擔任香港《文匯報》主要負責人，為愛國愛港事
業服務，貢獻良多；李子誦辛勤耕耘報壇逾六十年，
德高望重，他的逝世是香港新聞界的一大損失。

▶香港各界
人士在北角
香港殯儀館
為報壇泰斗
李子誦舉行
公祭活動

本報記者
黃永俊攝

◀李子誦昨出殯，由
吳康民、王樹成、姜
在忠、林馨曾、朱蓮
芬、蔡醒民、李祖澤
及張雲楓八人扶靈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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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會成員空殼擁土地需申報

4成員應徵政助
民主黨高層懵然

余若薇唔嫁又嫁失信選民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
：下屆政府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遴
選委員會早前收到逾千份申請，
有四名民主黨黨員被踢爆 「疑似
變節」，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及黨
高層竟然懵然不知。四黨員昨日
舉行記者會， 「死撐」並非有意
加入政府，只是想挑戰制度云云
。另一邊廂，民主黨中常委馮煒
光沒有正面回應有否申請副局長
職位，事件令民主黨非常尷尬。

民主黨四名年輕黨員早前申
請加入下屆政府，其中三名是南
區區議員羅健熙、區樂軒、柴文
瀚和何俊仁助理林嘉嘉均應徵政
治助理。羅健熙聲稱，遞交申請
是希望測試和挑戰遴選制度，無
意加入下屆政府。他承認，事前

無通知黨高層，對黨內造成混亂
感到抱歉。

何俊仁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
示，民主黨已定下基本方針，在
民主發展路線圖未清晰前，不會
考慮加入政府團隊。對有黨員申
請加入下屆政府不知情，指暫無
法知道是否有黨員申請政府職位
，如果有黨員這樣做，是違反該
黨基本原則，相信有關人士已立
心要離開民主黨。

民主黨的張文光則表示，相
信四名黨員無意成為政治助理，
不過事件令民主黨尷尬。張文光
又表示，有留意民主黨中常委馮
煒光被指申請副局長職位，但該
黨未收到任何通知，現不便作評
論。不過，就「暗串」馮煒光，他

指任何黨員參與政治問責團隊，
都與黨立場相反，會以黨紀處理
。馮煒光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
現階段不回應，無否認曾申請加
入下屆政府。

區諾軒和林嘉嘉傍晚在張文
光的陪同下一同出席電台節目，
區諾軒再次承認事件令黨尷尬，
已主動向高層申報。林嘉嘉則辯
稱從沒有打算違反黨紀加入政府。
不過，有網民質疑他們是狡辯。

另外，張文光又批評馮煒光
近日為下屆政府 「護航」的言論
全是 「廢話」。至於有沒有親自
向馮煒光查證有否申請加入下屆
政府時，他就表示，現階段也不
知道有沒有其他黨員申請加入下
屆政府，但希望有關人士 「自首
」，他們會交由紀律委員會商討
： 「我唔能夠假設你（馮煒光）
有申請，然後就叫你退黨，但你
要同黨解釋申請過程，我有紀
律委員會，到時會等委員會處理
……」

▼曾德成（左）與王
樹成昨早到達殯儀館
為李子誦喪禮打點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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