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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建言政府
去蕪存菁解困局

經過全港 「超級議席」 選舉的洗禮，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的從政生涯步入
一個新的台階。作為 「三料」 議員（區議會、立法會、行會成員），她深明自
己肩負着全港逾二十七萬名選民的支持和期望，希望可以將壓力化成動力，努

力提升自己的參政、議政水平，做好監督政府角色。她認為，現屆政府要有去蕪存菁的勇
氣，糾正上屆政府遺留下來、不受歡迎的政策，才能有效施政。

本報記者 宋佩瑜

專訪專訪

談及自己加入行會以來的感受，李慧琼認為，行
政長官梁振英是一個有心人，對問題有較細緻的分析
和自己想法，可惜他一上場施政就遇上種種阻滯，
「可能在市民心目中他已經背負一些原罪，加上選舉

過程太激烈，他未上場，部分市民已將他定性為 『有
政治任務、衰人』，我覺得這樣對他並不公平，但政
治人物對社會的不同聲音只能接受，有時公眾只講觀
感，不理其他，我想，CY只能以持續不斷的努力和實
績，去證明他是急市民所急的。」

向上屆缺漏政策 「說不」
至於將來政府的施政，李慧琼說，非常同意CY所

說的利民措施成熟一項推一項，因為市民 「等唔切」

施政報告出台，但她提醒政府需要深思熟慮，考慮某
些政策會否操之過急，以免政策出台後面對很大批評
，又急速地收回。政府要有勇氣向上屆政府一些有缺
漏的政策 「說不」。

樂見民建聯獲中產支持
李慧琼指出，由於香港不是政黨政治，梁振英上

場不等如英國兩黨制，可以推翻上任政府的政策，畢
竟特區政府大部分官員、公務員都留任了，不少現任
官員有份制定上述政策。但她提出， 「我希望現屆政
府有去蕪存菁的勇氣，以 『今日的自己，打倒昨日的
自己』並不容易，但（政府）需要承認過去做得唔好
，加以糾正才可以重新出發。」

李慧琼在今屆立法會 「超級
議席」選舉中，取得二十七萬七
千多選民支持，以女性最高得票
的 「票后」身份再踏入議會，李
慧琼形容背後的競選過程 「超級
」艱巨，最終有那麼多人支持自
己，可見市民對她有很大期望。
最令她感到意外的是，除了保住
民建聯在各區的基本盤外，亦成
功爭取到中間及中產選民的支
持。

作為 「三料」議員，李慧琼
坦言，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她
指出，民建聯肩負既要監察政府
，又要協助政府改善施政的重任
。這就要求民建聯提出具體可行
的建議，相信這也是市民樂見的
。她又表示，正在思考如何將
「超級」議員身份發揮得更好，

一方面與地區保持聯絡，另一方
面也要提升自己的議政、論政水
平。

至於 「三料」議員會否有角
色衝突？李慧琼並不擔心，認為
只要政府在制定政策初期，以開
放的態度吸納民意，及早掌握市
民和持份者的意見，早點疏理不
同的利益矛盾，相信政策出台時
，自然會得到市民支持。

不過，行會成員在立法會投
票時要跟隨政府的立場，問及當
政府與民意相左時，如何應對？
李慧琼說，明白日後有可能出現
這個情況，但她與民建聯黨團有
定期溝通，如果政府有重大政策
決定時，而民建聯因為她是行會
身份而受到影響，她會慎重考慮
如何投票，但她不希望出現這個
衝突情況。

未來方向

冀譚耀宗續留任主席
民建聯領導層將於明

年換屆，盛傳譚耀宗有意
交棒，李慧琼認為，譚耀

宗非常適合繼續留任主席一職，劉江華亦是適合
的人選，但最後如何安排交由黨決定， 「我覺得
譚耀宗和劉江華都適合，至於自己就未 ready，因
為我好希望運用這幾年時間，努力提升自己。」

談到民建聯日後的發展，李慧琼說，民建聯
未來的發展必須繼續吸納各方面的人才，因為有
人才的政黨才會成功，人才可以是來自選舉、有
行政經驗或熟悉黨務的人。

李慧琼認為，隨着特首普選臨近，民建聯應
該探討一下，是否有魄力去制定一個目標，為派
人參選做好準備， 「我們應該向住這個目標出發
，（ 『超級』選舉是一個試煉場？） 『超級』是
一個全港的選舉，是很好的經驗，但畢竟選立法
會和執政是有很大差別。市民期望立法會議員監
察政府，但（特首）要帶領香港，對社會發展要

有清晰的分析、遠景，要有強而有力的執政班底
。」她認為，這些議題日後可以交由全黨探討。

專注做實事 票后僅虛銜
對於工聯會在選舉期間多次指責民建聯 「搶

票」，會否影響到雙方日後的合作？李慧琼說，
選舉期間，彼此有衝突是在所難免，各候選人都
可能出現互相搶票的情況，但選舉已經過去，大
家應該為香港、為議會做好工作，這樣會來得更
實際。 「我之前都有見過棠哥（鄭耀棠），大家
都明白，將來會好好的合作，只要為香港好，我
都希望大家可以求同存異，正如我競選時提出的
，希望各黨派能夠超越對立。」

雖然李慧琼的總得票數超越工聯會 「嫻姐」
，但她卻認為，那些 「票后」、 「票王」都只是
虛銜，因為選舉得票多寡已成過去，關鍵在於將
來如何落實各項民生工程及為普選作好準備，相
比之下這樣來得更加實在。

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
舉，李慧琼感受良多，坦
言接受這個 「超級」任務

，是一次十分難忘的經驗，並總結了三大感受，
就是感恩、挑戰和遺憾。感恩，是因為成功當選
背後得到很多有心人支持；挑戰，是因為民建聯
的部署相當進取；遺憾，是因為拍檔劉江華未能
雙雙入局。

李慧琼的選情由一開始被看淡，到最後成功
當選，她形容十分感恩。成功當選是因為有很多

義工、社團的協助，讓她深深感受到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另外，選舉過程是充滿挑戰的，因為民
建聯在市區的基本盤只有十五萬票，所以團隊一
開始已有危機意識，全力爭取最多選民的支持。

結果，李慧琼不論在九西、九東和香港島都
超額完成，更成功凝聚到不少中間選民的支持，
亦在新界開拓了一些票源， 「我由九西到選超級
，由上屆拎到四萬票，到今屆拎到二十幾萬票，
我感受到市民對我的期望大大提升。」

遺憾未能與江華同連任
不過，對於劉江華未能一同連任，李慧琼感

到十分遺憾。她明白當初二人一同參選有一定風
險，而在競選過程中，民調也顯示他們處於第五
、第六的位置， 「如果有水晶球的話，大家當然
想分票分得均勻一點，但今次就未能盡如人意。」

李慧琼稱讚劉江華是一位非常有經驗的政治
人物、思想周密，亦有很多 「計」，無論在民建
聯發展方向和處理不同問題的方法上，過去他都
給予很多意見。她又認為，無論劉江華選擇加入
政府、考慮進修或專注黨務工作，相信他都有不
同的發展機會。

問及是否覺得自己的從政之路十分平坦，沒
有經歷過風浪時，李慧琼不忘感謝曾鈺成的提攜
，以及黨內很多前輩的提醒，讓她很快適應立法
會的工作，而選舉過程亦有很多義工朋友的幫忙
， 「我當初都算是 『本輸』的心態去打這場選戰
，但又覺得自己不是 『輸硬』，可以以混戰來形
容吧。」選舉過後，已為人母的李慧琼將會爭取
一些時間休息，希望在立法會開會前多些陪伴家
人。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上任後，首度禮節性訪問澳門，並與澳門
行政長官崔世安會面，又參觀了當地一些職業復
康服務中心和旅遊休閒設施。林鄭月娥表示，啟
德國際郵輪碼頭明年年中開幕，希望粵港澳 「一
程多站」的規劃工作能做得更加緊密。另外，林
鄭計劃周日到訪北京。

林鄭月娥在早上約十一時半到達澳門政府總
部，隨行的包括署理旅遊事務專員馮浩賢。林鄭
月娥先與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張裕會面，而二人
在四川重建工作中早已認識。林鄭月娥在會面後
表示，香港啟德國際郵輪碼頭將於明年年中開幕
，希望粵、港、澳在旅遊規劃工作上，即 「一程
多站」能做得更加緊密， 「希望歡迎海內外遊客
來到，既去澳門參觀，亦來香港購物、旅遊。」

她解釋，香港是購物天堂，澳門則以休閒和
娛樂事業見稱，兩地在旅遊資源上有很強的互補
性，而最大的旅遊客源均是來自內地，亦是受歡
迎的 「一程多站」旅遊路線，期望與澳方在宣傳
推廣和拓展新旅遊產品方面繼續加強合作。

與崔世安午宴
林鄭月娥下午到澳門禮賓府，獲崔世安親自

迎接，而二人午宴近一小時。林鄭月娥在會面上
提到，兩地已於六月舉行高層會議，過去一年港

澳雙方在推動環境保護、稅務安排和公共衛生等
合作項目上，都取得實質的進展。她又表示，國
家 「十二五」規劃設立了港澳專章，對兩地發展
給予很大支持，香港政府會全力支持深化港澳合
作，推動彼此優勢互補和錯位發展，進一步推進
各個領域的合作，共同提升區域競爭力。

林鄭月娥之後探訪了澳門扶康會寶翠中心及
創藝坊，了解當地的職業復康服務和展能藝術推
廣，以及參觀澳門的度假村酒店和表演場地，了
解當地的綜合旅遊休閒及會展設施發展。

另外，林鄭計劃周日到訪北京，預計此行將
拜訪港澳辦法改會、衛生部等部門官員。

超級任務難忘感受深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香港研究協會的最新調查
顯示，在特區政府所有問責官員的評分中，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高居首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則評分最低，相信與
最近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所惹起的爭議有關。而在特區政
府的表現方面，市民對特區政府有關 「改善社會福利」及
「提升醫療服務質素」的評分最高。

香港研究協會於 9 月 12 日至 16 日，成功訪問了超過一
千二百名十八歲或以上市民，請受訪者對特區政府及主要問
責官員的表現進行評分，1分為非常不滿意，2分為不滿意
，3分為一般，4分為滿意，5分為非常滿意。

三名司長方面，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以2.96分排在第一位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以2.91分緊隨其後，而新加入問責團
隊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則以2.65分排在第三位。

局長方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以3.37分排在第一
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以2.92分排第二，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以2.89分排在第三位，其他局長的排名依次為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2.79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
威（2.72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2.70分）、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2.69 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2.61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2.57分）、民
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2.36分）、發展局局長陳茂波（2.04
分），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則以1.97分敬陪末座。

調查顯示，十五位主要問責官員中，新加入問責團隊的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首次調查即獲得3.37分的較高評分
，反映其工作能力及形象初步獲得市民的認同。但其餘十四
位主要問責官員的得分皆不足3分，即低於一般水平。而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得分低於2分，相信與最近推行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所惹起的爭議有關。

政府改善社會福利評價高
此外，特區政府的表現方面，市民對特區政府有關 「改

善社會福利」及 「提升醫療服務質素」的評分最高（各佔
2.47分）；其次是 「紓緩房屋問題」（2.29分）及 「改善貧
富懸殊」（2.23分），再次是 「提升教育質素」（2.19分）
，而對特區政府整體滿意度則有2.36分，各項表現的滿意度
評分皆不足3分，反映市民普遍認為新政府上場以來的表現
未如理想。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呼籲特區政府及問責官員，正視市
民的評價，加強與市民溝通，深入了解市民的需要及期望，
就市民最關注的議題積極採取應對措施，急市民所急，重建
政府管治威信，爭取更多市民的信任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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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廉政專員白韞六

昨日率團訪問澳門廉政公署及澳門檢察院，雙方
交流兩地最新反貪情況。據本港廉署透露，香港
、澳門的廉署，加之內地監察部，將在年底舉行
專題研討會，討論採購過程中遇到的貪污問題。

白韞六昨天早上與澳門廉政專員馮文莊，及
澳門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會面，白韞六表示，兩
地保持緊密關係，在個案協查、制度防貪和倡廉
教育方面的合作取得良好效果。白韞六邀請馮文
莊及何超明訪問香港廉署，進一步鞏固合作關係。

據悉，香港和澳門的廉署，加上內地監察部
，計劃在今年年底，在澳門舉行第六次專題研討
會，探討在採購過程中的貪污問題。另外，香港
及澳門廉署和廣東省三地合作編制的粵港澳中小
企業跨境防貪指引，不久會推出。

白韞六今天將會出席澳門廉署為紀念澳門廉
政建設二十周年而舉辦的研討會，廉署署理防止
貪污處處長莫華海將會與來賓分享私營機構防貪
工作的經驗。代表團將於今晚結束訪問返港。

白韞六訪澳交流反貪

▲ 林鄭月娥
（右）上任
後首度禮節
性訪問澳門
，並與崔世
安（左）會
面

▲作為 「三料」 議員，李慧琼深明自己肩負逾
二十七萬名選民的期望，會努力做好監督政府
的角色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李慧琼提醒政府要深思熟慮，考慮某
些政策會否操之過急，以免面對批評又
需急速收回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總結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