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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以全國政協常委吳光正為團長的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視察團昨日下午抵達長春，開始對吉林進行為期五天
的視察活動。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參加視察。

視察團共有成員約四十人，全國政協常委伍淑清、全國
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家傑擔任副團長。在昨午的行程中
，中共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向視察團介紹了吉林省經濟社會
發展情況。

港區政協委員訪吉林五天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對派拉布阻民生議題的
行徑不得民心，而民主黨眼見選戰開始，為求贏取選票便急
急與拉布劃清界線，聲稱與拉布者 「不是同路人」。

民主黨早前在審議立法會議席出缺草案時，曾與其他反
對派以離場方式作抗議。而人民力量及社民連議員則在會議
廳內拉布，阻礙草案的審議，當時民主黨聲稱離場與拉布並
無 「約定」。不過，民主黨黨團召集人李華明昨日在年結記
者會時卻承認，其實離場行動與拉布行動早已 「夾好」，且
正是拉布的議員要求他們離場配合。李華明稱，民主黨不反
對拉布，但又表示現時與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已 「不是同路人
」。言下之意，即與拉布劃清界限。

此外，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宣布，向合資格長者派發特
惠生果金，希望立法會財委會在十月初舉行特別會議審議，
但財委會主席、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對此則諸多推搪。劉慧
卿認為，新一屆立法會十月才正式宣誓，時間太趕急，且任
何撥款建議必須先通過事務委員會審議才能提交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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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在立法會選舉提名未結束
就醜態盡現，公民黨南區區議會議員
司馬文在選前 「發爛渣」，為求上位
不惜以退黨威脅喊參選，令公民黨高
層非常尷尬。民主黨已經 「驚定先」
，狠批公民黨隨時 「累街坊」，明顯
就是擔心 「多隻香爐多隻鬼」。反對
派各懷鬼胎，協調 「一鑊粥」，選民
在投票前一定要擦亮眼睛。

司馬文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自
己正積極考慮參選，由於距離提名期
結束的時間不多，他的團隊正尋求
「超級議席」和地區直選界別的提名

，預計日內會有具體方案。對於遲遲
才提出參選，本身是荷蘭籍的司馬文
稱，這是由於他日前才取得中國國籍
。但公民黨則認為，派他參選會為已
進行的競選工作增添難度。司馬文日
前已向公民黨提出退黨要求，但未被
接納，黨高層對如何安置這位 「叛將
」，可謂相當頭痛。

公民黨在香港島派出陳家洛和陳
淑莊合組名單參選，司馬文的參選問
題暫時交由公民黨黨魁和秘書長處理
。陳淑莊昨日前往報名時就聲稱，從
傳媒上得悉司馬文正在港島區收集提
名，對此感到 「震驚」。該黨一直努
力嘗試尋求自己的區議員、新民主同
盟和其他區議員支持司馬文出選超級
議席，現在仍在協調階段。她又稱，
曾邀請司馬文加入名單，但被拒絕云
云。

陳淑莊果然 「好戲」，正所謂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陳淑莊邀

請司馬文加入名單 「隊尾」，即是叫
司馬文替她 「抬轎」，司馬文當然沒
那麼蠢！對於司馬文如果真的退黨出
選港島，會否影響她和陳家洛的選情
時，陳淑莊就說要再評估。陳家洛則
向司馬文隔空喊話，呼籲所有黨員要
「以大局為重」。

司馬文最終會否被安排參選 「超
級議席」仍是未知數，但民主黨 「大
佬」涂謹申為求自保，已經向公民黨
和司馬文隔空開火，稱一旦司馬文出

選，必將改變現時反對派與建制派爭第五席 「超
級議席」的局面，隨時 「累死」他們，更會成為
眾矢之的，難以獲得其他反對派支持。涂謹申又
說，公民黨現時面對困難的抉擇，希望他們認真
評估風險，不要作出自私的決定 「累街坊」。

另外，公民黨打算向有八個區議員的新民主
同盟 「借票」解決司馬文危機，新民主同盟即時
「吊高來賣」。不過，新民主同盟昨日自己報名

參選新界東直選時就出師不利。話說新民主同盟
的范國威昨日 「拉大隊」去報名參選，其名單一
共有九人，是目前所有地區直選名單中人數最
多的一個，但是不見得 「人多好辦事」，范國
威名單的其中一個成員容溟舟因為身
體不適 「甩底」，連累整個團隊
完成不了報名程序，不得不在今
日補交表格。

「工道仁心，撐得
起！」 工聯會王國興團
隊昨日報名參加立法會
選舉香港島直選。王國
興表示，工聯會首次舉
起獨立旗幟，派人到港
島參選，但由於選民投

票有慣性，所以選情難免嚴峻。他指出
，立法會香港島議席缺乏受薪階層代表
，他們一定會全心全力，為打工一族爭

權益，為小本經營者講說話。港島至今已有
十張名單報名參選競逐七席，競爭十分激
烈。

本報記者 石璐杉

王國興懷工道仁心
為港島打工仔出頭

今次選舉，王國興從新界西轉戰港島，擔任勞工界
議員四年的潘佩璆醫生排在名單第二位全力支持，並聯
同三名工聯會青年成員何毅淦、陳智恆和朱天樂一起出
戰。昨日上午，王國興團隊全部穿上橙色 「戰衣」，在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和數十名義工陪伴下到東區民政事
務處報名參選。

坦言選情嚴峻絕不怠慢
王國興指出，受薪階層、打工一族和小本經營者為

香港、為市民貢獻良多，但在立法會香港島議席中沒有
他們的代表，並不公道，因此，工聯會今次高舉 「工道
仁心」的旗幟出戰港島，是 「義不容辭，當仁不讓」。
王國興指出，工聯會在港島服務超過六十年，但過往選
舉都是幫其他建制派 「抬轎」，今次工聯會首次獨立參
加香港島直選，由於選民投票可能有慣性，或許沒有留
意到工聯會獨立參選，因此選情十分嚴峻。但王國興強
調，他們一定會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做好選舉工程
，全方位地爭取最多市民的支持。對於工聯會參選是否
會分薄其他建制派政黨的票源，王國興說，立法會香港
島直選議席數由六席增加到七席，大家應該給一個機會
予受薪階層代表。

團隊成員：興哥係好榜樣
而排在名單第二位的潘佩璆表示，作為一名醫生和

工會成員，他深深感受到打工仔的利益是一致的，無論
是藍領，還是專業人士都需要維護他們的權益。而過去
六十多年，工聯會都是真正代表受薪階層，一心一意服
務打工仔，因此，在港島立法會議席應該也有勞工階層
的代表。王國興團隊中的三個年輕人亦各自表達了對王

國興的支持。身為 「八十後」的杏花邨區議員何毅淦說
，十分佩服王國興 「急市民之所急」和敬業、愛業精神
，會在選舉中全力支持他。陳智恆表示，王國興過去一
直也很關注香港的規劃和發展問題，希望透過此次參與
，讓王國興再次進入議會，為香港未來注入一劑更強大
的強心針。朱天樂是已故著名導演朱石麟的孫女，她說
，自己跟王國興一樣都是年輕的時候加入工會， 「興哥
一路以來都是我哋嘅模範同好榜樣！」

昨日公民黨的陳家洛和陳淑莊亦報名參選香港島直
選，至今已報名出選香港島直選的還包括：民建聯鍾樹
根名單，新民黨葉劉淑儀名單，自由黨劉健儀，民主黨
單仲偕名單，人民力量劉嘉鴻名單，獨立的勞永樂、許
清安及吳榮春。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將於下周報名，
屆時，香港島名單勢必超過十張，選情十分激烈。

而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昨日進入第三日，共收到五份
報名表，全部來自地區直選，除香港島的兩份名單外，
民協的譚國僑團隊報名在九龍西參選；民主黨的黃成智
和李永達則分別在新界東和新界西報名。從報名開始至
今，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已收到五十四份報名表，包括：
三十四張地區直選名單和二十份功能組別選舉報名表。 卦卦鏡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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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的王國
興向來主意多多，
在反議會 「拉布」

時，他在議事廳內寫毛筆字的情形令人
印象深刻。

昨日王國興帶領五人團隊報名參選
港島，又再有新創意，團隊中的每個人
分別以手語表達參選理念。王國興比出
「M」字樣，代表Money（金錢），意

為小本經營者必須得到保障；潘佩璆
「O」的手勢，即Opportunity（機會）

，指現今年輕人缺乏機會，必須努力爭
取；朱天樂用 「D」的手勢，代表打工
仔要有Dignity（尊嚴）；舉起 「E」形
手勢的何毅淦希望社會要有 Empathy
（同理心）；陳智恆則以 「L」代表
Leisure（休閒），希望打工仔有休閒空
間。

另外，昨日氣溫很高，王國興因為
頸傷一直戴着頸箍，汗流滿面，但他強
調自己 「輕傷不下火線」。

手語表達參選理念
▲王國興昨日率領工聯會出戰香港島直選的團隊報
名。（左起）陳智恆、何毅淦、朱天樂、潘佩璆、
王國興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本報訊】有報道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南
下深圳，會見了建制派政黨及政團的主要負責人，要
求他們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依法施政。

晤建制派盼顧全大局
據了解，王光亞在深圳停留兩至三日，在與建制

派人士在會面中表明，中央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繼續
依法施政，並完成五年任期，打破近日個別媒體說三
道四的流言。他又提出，希望建制派顧全大局。

另有消息指，王光亞向建制派發出有關訊息，是

希望大家從穩定香港政治局面出發，放棄黨派之爭。
王光亞上月在北京出席公開活動時曾表示，相信新舊
政府可做到無縫交接，梁振英提出的政府架構改組方
案有積極意義，如果七一前改組方案不能通過，將來
中央亦可以作補充任命。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至截
稿前，都未有回覆查詢。工聯會的王國興昨日前往報
名參選時則表示，他對王光亞南下並不知情，但表示
自己會繼續嚴厲監察政府施政，如政府做錯，會繼續
提出批評。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
六月和七月進行了電話調查，了解市民對行政長官梁
振英的評價。調查發現，受訪市民在梁振英本周一出
席完答問大會後，對香港前景和對梁振英能解決香港
民生問題均 「感到樂觀」和表示 「有信心」，兩者數
字都較上月為高。

調查在本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以隨機抽樣的方式
訪問了五百二十六名市民，調查中，逾兩成九受訪者
表示對香港前景 「感到樂觀」，較上月上升一點九個
百分點。約三成受訪者對梁振英能解決香港民生問題
表示 「有信心」，較上月上升四點四個百分點。對梁
振英能推動香港民主發展表示 「有信心」的受訪者較
上月上升五點四個百分點。另有逾三成六受訪者對梁
振英多次落區後會回應市民訴求表示 「有信心」，較
沒信心的為多。

梁振英本月十六日在答問大會針對長者、房屋及
貧窮三大問題，公布了涉及約八十億元的五大惠民措
施，包括：增設每月二千二百元的長者生活津貼、加
快居屋流轉、興建青年宿舍、增加長者醫療券及成立
社會企業發展基金。梁振英強調： 「我決心要帶領一
個 『做實事的政府』回應市民的期望」。

【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與約三十名鄉議
局成員在政府總部會面，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在會後
表示，雙方有誠意建立更好關係；在村屋僭建問題上
，鄉議局要求當局成立小組委員會跟進，作全港性的
檢視，並以簡便處理為大原則。林偉強又認為，梁振
英無意收回丁權。

雙方會面歷時約一小時，就鄉議局一直關注的
新界僭建、新界土地資源等問題進行磋商。林偉強

表示，僭建屬全港性問題，應進行全港檢視，希望
政府能理性處理有關問題，他們會透過鄉議局委員
會繼續與政府磋商，以提出一個不影響居民的雙贏
方案。

林偉強表示，雖然會上無討論過終止丁權的問題
，但相信政府無意修改基本法。

據知，委員又向梁振英反映，現時有七十幅鄉郊
土地被當局規劃成郊野公園，令不少居民喪失業權，

做法不恰當，要求政府要在規劃和保育方面作平衡
。

另外，對於一直與鄉議局有緊密接觸的發展局局
長仍未公布新人選，林偉強表示，相信無論任何人擔
任發展局局長，都會推出利民措施，希望日後能與新
任發展局局長保持溝通。

就鄉議局提出成立小組跟進新界僭建問題，發展
局發言人回應說，發展局同意鄉議局的建議，盡快成
立一個發展局與鄉議局的諮詢工作小組，就村屋僭建
物執法政策和申報計劃的實施情況，保持緊密溝通和
加強協調。發展局現正進行工作小組的籌組工作，包
括訂定小組的職權範圍和會議時間。

香港工業總會昨日邀請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交流會，就推動香港經濟
和產業的多元化發展交流意見。梁振英在會上除了講述他的經濟發展藍圖

和工業政策外，也聽取了工總會員有關推動香港工業升級轉型及經濟持續發展的意見。工總於會後向梁振英呈
交意見書，就工總對香港工業政策的理念與主張表達意見。

【本報訊】記者王欣報道：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天表
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本周一訪京是禮節性拜會，並非秘密
訪問，沒有向外公布是誤會。她指，官員出訪都會按照慣例
發新聞稿公布，今次純粹是因內部溝通問題產生誤會，同事
把司局長離港不超過二十四小時即不作署任的安排，以及發
放新聞稿兩件事混淆。

對於近日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引起的風波，林鄭
月娥表示： 「我們深信學校當局，不論校長及科目的老師，
都會在製作教材方面公正、持平，我們亦深信教育界朋友，
從來在教育學生方面是教導他們有獨立思考能力，所以完全
並不存在所謂洗腦。」她已要求教育局加強與業界人士的溝
通，釋除疑慮。

【本報訊】記者王欣報道：平機會主席兼行政會議召集
人林煥光昨天與民間團體會面後承諾，未來六個月兼任兩職
期間，會做好平機會主席這個法定職位的本分。他重申兼任
平機會主席及行政會議召集人兩職的決定是平衡多方面考慮
，不至於衝擊平機會和行會的工作。

林煥光認為，自己不可以在短期內離開平機會，此職位
與一般部門首長不同，無法定上的署任安排。當年他是通過
公開招聘，所以不希望政府在未來走回頭路，他表示已與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會面，提及希望政府繼續通過公
開程序遴選下一任主席。

高官外訪無公布緣於誤會

民主黨圖與拉布劃清界線

林煥光重申做好平機工作

王光亞：中央挺特首完成任期

梁振英晤鄉局談新界僭建

梁策陸續出爐
市民信心增加

CY與工總會員交流

◀據了解，
王光亞日前
南下深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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