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駐港部隊輪換圓滿完成
人數裝備數量保持不變

范太：未必能蟬聯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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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離港，前赴北京和
天津進行訪問。在北京期間，黎棟國將與國務院港澳辦、
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和海關
總署官員會晤。黎棟國亦會前往天津考察，並與當地的公
安官員會晤。黎棟國將於本月29日傍晚返抵本港。

解放軍駐港部隊順利完成進駐香港以來的第15次建制
單位輪換行動。此次輪換行動包括駐軍的海、陸、空三軍
的輪換交接，從昨日凌晨開始持續至下午結束。部隊輪換
後，駐軍在香港特區轄區內的人數與裝備數量保持不變。
解放軍駐港部隊參謀長韓鵬少將、副司令員董朝大校，讚
揚輪換出港的官兵在港期間出色完成各類任務，並對全體
輪換進港的官兵表示熱烈歡迎，勉勵他們盡力為維護香港
的長期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本報記者 張 媞

解放軍駐軍陸軍部隊於昨日零時由落馬洲口岸進入香港。駐軍的官
兵分乘卡車、步戰車、裝甲車及通訊車，在香港警隊的引領下，緩緩通
過落馬洲口岸。駐港部隊副政委儲茂華在關口歡迎輪換駐軍的到來。駐
軍陸軍在進入香港後，分赴各編訂軍營。隨後駐港部隊參謀長韓鵬少將
在新圍軍營主持了交接儀式，並與部分輪換進出的官兵握手致意。

陸海空軍凌晨起分批抵港
解放軍駐軍海軍部隊昨早11時許抵達昂船洲軍營。一艘導彈護衛艇

、一艘登陸艇，在迎賓的鼓樂聲中緩緩駛入軍港。現場進行了迎軍旗、
奏軍歌的儀式，駐港部隊副司令員董朝大校主持了交接儀式。儀式結束
後，儀仗隊奏《人民海軍向前進》，歡送離港部隊。輪換出港的艦艇返
回內地基地，艦艇在駛出軍港時鳴響汽笛告別並向香港致意。

解放軍駐軍空軍部隊昨午2時半左右6架直升機陸續飛抵石崗軍營地
機場，至此，解放軍駐港部隊海陸空三軍部分建制單位及裝備順利完成
進駐香港後的第15次正常輪換，整個輪換過程簡單莊重，秩序井然。

自1998年首次建制單位輪換以來，每年11月下旬，駐港解放軍都按
計劃進行輪換。部隊輪換後，駐軍在香港特區轄區內的人數與裝備數量
保持不變。服役期滿的官兵，將分批返回內地。

出港官兵出色表現獲肯定
韓鵬及董朝在輪換行動的交接儀式上，對特區政府和內地有關部門

的大力合作與支持表示感謝，並充分肯定部隊在港履行防務期間的出色
表現。駐港部隊領導在交接儀式上說， 「此次輪換出港的官兵出色完成
了駐防香港的任務，維護了香港的繁榮穩定，以實際行動向祖國和人民
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並表示，輪換進港的官兵通過在內地基地的刻
苦訓練和學習，熟練掌握了軍事技能，深入了解了香港的基本情況和法
律知識，他們希望駐軍全體官兵要始終堅持理想信念，不斷強化使命感
、責任感，堅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的偉大方針；要牢固樹立遵紀守
法意識，堅持依法駐軍、從嚴治軍，嚴格遵守《基本法》、《駐軍法》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繼承我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弘揚 「特別
講政治、高度重使命、嚴格守法紀、開拓創一流」的駐港精神，不斷
強化使命感、責任感，忠實履行神聖職責，為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
穩定作出積極的貢獻。

最愛美食是魚蛋
■此次駐港的陸軍部隊中士姜照

田（右圖），來自山東，這已經是他
第四次履行防務職責，作為 「老兵」
，他表示，曾在 「五一」、 「十一」
的營區開放和夏令營活動中與香港的
青少年做過短暫交流。他最喜歡吃香
港的魚蛋，也去過維港漫步星光大道
，欣賞明星留下的手印。他說，已在
深圳營地度過了一年的準備期，進行
了戰備訓練、並接受了生活教育、學
習香港法律法規及封閉式管理規定。
他現在可以講簡單的粵語，並為能再次履行防務職責而感到自豪，同
時祝願香港更加繁榮昌盛。

被懂事港童感動
■來自湖北的戰士龔江波（左圖）

，完成在駐軍海軍部隊的服役，今次
將離港返回內地營地，回顧在港的防
務及生活，他表示自己已經盡職盡責
地完成了被授予的各項任務，沒有遺
憾，並且體會到香港市民對駐軍的關
心，他說，在植樹活動中曾被一個香
港的小朋友所感動，小朋友年紀那麼
小，卻懂事地表示要保護自己所居住

的地方，主動參加植樹活動。他表示，駐軍還有其他與市民近距離交
流的活動，如獻血、大學生聯誼等，在活動過程中，他除了有機會為
市民介紹部隊的文化，同時也了解了大學生們的校園生活，如舉辦晚
會等。

心情不捨又期待
■此次歡送海軍駐軍離港的海軍參謀長沈冠鋒少校表示，自己在

駐軍部隊服務已有五年，他表示，每逢駐軍輪換之際，心情都很複雜
，一方面為出色完成任務的老兵之離開感到依依不捨，一方面又因為
迎來新的戰士而充滿期待、激動。
他表示，輪換是依據駐軍法第三條
，換進換出的部隊及裝備是同等數
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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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閉幕，香港的反對派
及其喉舌報照例唱反調。某報主筆這
天說： 「誰去主管都擺脫不掉中共意
識形態的鐵板一塊的見識」。看法簡
單化，枉為主筆。

一個地方的新領導上台便要變？
甚至把意識形態來個大變身？此看法
不現實之餘也好幼稚。變的好處和壞
處在哪裡，要變的話如何變，大變或
小變等，牽涉很廣，特別是人口眾多
的國家，要考慮的問題多得很。

這類人只會喊 「變」、 「不要行
政主導」，盲目、固執兼而有之。只
要稍為細心一點看，英國和美國的民
主是什麼模樣，再回頭看看內地和香
港，想問題便不會這麼簡單化。

英國是先由選民選了下議院中的
多數黨，該黨繼而自選首相，獲選者
就是行政機關的首長。在這種情況下
，行政主導便順理成章。這就是英式
民主。

美國則是總統與議會的選舉區分
開來，都由選民選出。相互制衡成分
多，行政主導自然相對較弱。這是美
式民主。

香港呢，自從今屆立法會議席大
增後，行政與立法機關相互制衡比前
更甚，目前反對派議席少於建制派，
行政主導仍佔優勢。

英國的行政效率高，美國政府推
行政策卻捉襟見肘。英美都是民主國
家，情況卻截然兩樣。中國內地正在
穩中求變，監察權已見下放，注重連

貫性是其歷來特色。
民主形式各地不同，但有一點是一樣的，就是

必須因應當地的發展形勢作出選擇。資本主義社會
福利太多，致令財政緊絀，把早已大派的糖收回，
導致示威不絕；對於社會主義的公有化，港人在不
知不覺間已漸有好感，儘管很多人嘴裡不承認。只
要符合當地需要，政策原地踏步可能更是好事。要
改，也不是說非要跟西方的一套不可。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乃至理名言。世
上什麼意識形態最好，目前還難定奪。大
家應先想一下自己要怎樣的生活方式
，盲目認定哪個最好、哪個最壞，才
真是鐵板一塊。

黎棟國訪京將晤多名官員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
2012」昨在香港迪士尼度假區舉行。
13200 多跑手、工商界領袖、大使參

與男女組半馬拉松、10公里賽、家庭組3公里等不同組別的比賽，為 「零愛滋
」活動籌款900萬元。行政長官梁振英到場鼓勵一眾跑步健兒，並為得獎者頒
發獎座。圖為特首（左二）頒發獎座予三公里領袖挑戰組賽事冠軍得主。

宇文劍 女中醫報選人代
冀推動業界發展

特首撐慈善跑

▶香港註冊中
醫學會會長馮
玖報名參選

▲一輛裝甲車從落馬洲口岸進入香港 中新社

▲一名駐港部隊海軍士兵在交接儀式上敬禮 新華社

▲參加輪換的駐港部隊官兵在輪換儀式上跑步前進
新華社

◀官兵在昂船洲軍營舉行交接儀式 新華社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全國人大常委范徐
麗泰表示，自己未必可蟬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的
「票后」，亦未知能否連任常委。她又提到，任內未

見過人大常委會退回香港立法會訂立的法例，相對是
香港法院裁決立法會訂立的法例違反基本法，人大常
委會反而較為寬鬆。至於香港就 23 條立法的問題，
她認為是香港的憲制責任，但時間由特區政府決定。

23條立法是憲制責任
范徐麗泰出席電視台節目時表示，今屆選舉競逐

更激烈，自己未必可以蟬聯 「票后」，亦不知連任常
委的機會有多大，但不會為做人大常委而改變作風。
她又不認為自己過往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批評過於嚴
厲，強調自己的言論向來客觀，相信自己的得票不會
因而受影響。

對於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撰文指，要落實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區立法的監督權，范徐麗泰表示
，她出任人大常委4年多以來，人大常委會從未退回
立法會訂立的法例， 「但有香港立法會立的法律，在
香港法院被裁決是違反基本法，所以看起來可能是人

大常委會對這方面比較寬鬆，是否以後會看得緊一些
，或事先告訴你根本是有這個安排，所以將來做的時
候大家也不要很驚訝。」她相信，立法會會充分考
慮法例是否符合基本法，而張曉明只是希望管治制
度化。

至於有關的文章亦提到，香港應該適時完成基本
法 23 條立法，范徐麗泰認為，中央沒有要求香港盡
快立法，而特區政府亦要廣泛諮詢及考慮各界意見，
否則立法過程不會順利， 「這是特區在憲制上責任，
這個責任我們總有一日要實現的，但這一日是哪時候
？如何做法？內容包括什麼？這個由特區政府考慮實
際情況作出決定。」

范徐麗泰指出，張曉明把基本法的關係再重申一
次是好事，一國與兩制是相輔相成，太強調一國，容
易被人誤會是想把一國和兩制的差異拉近，而過於着
重兩制，就會被人誤會香港並非中國一部分。張曉明
的文章又提到，有外部勢力干預本港選舉，范徐麗泰
認為，對方不會空穴來風，香港人應自我警惕，防範
受外部勢力影響，而香港不應被外來勢力利用，為國
家增加麻煩。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
近日交代其大宅僭建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
泰表示，若梁振英能親自在公開場合再作解釋，
或在記者會上回應提問，將有助增加市民對他的
信任。

范徐麗泰認為，部分市民會接受梁振英就大宅
僭建所作的解釋，亦有人會不接受，但她相信若梁
振英能親自詳盡解釋事件，會有利建立市民對他的
信任， 「或者當時係有好多理由都好，總言之就唔
係事實，現在他講清楚事實，我諗係一件好事。
（係唔係誠信問題？）其實誠信問題係各個人自己
去決定，市民自己會決定，如果佢能夠響公開場合
，或者喺記者會回答記者提問，將事件講得更清楚
，我覺得會有多啲市民相信佢係誠實和可信。」

她又認為，市民不應每次發生事後，便要求官
員下台和辭職，而是要官員解釋清楚事件。

冀梁振英再詳細交代僭建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第二天接受報名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女中醫馮
玖昨報名參選。她表示，仍會繼續收
集提名，現時不會預計選舉結果，會
全力以赴爭取當選。她強調，今次參
選是個人的決定，但背負着業界的期
望，她希望能成為內地與香港溝通
的橋樑，並加強推動本港中醫業的
發展。

馮玖在七名業界人士陪同下，昨
午報名參選人大代表，並提交了數十
個提名。她表示，仍會繼續收集提名
，並會全力以赴爭取選舉會議成員的
支持， 「今次參選是我個人的決定，
但卻是中醫界的期望。」她提到，中
醫的認受性越來越強，但目前港府推
動中醫業發展的力度不足，她希望可
以加強推動業界發展，相信在人口老
化的情況下，中醫業能減低政府的醫
療開支。

在今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
，馮玖為中醫界選委的 「票后」。她
強調，自己過去一直為業界發聲，但
作為人大代表，眼光不能只放在中醫

界，她會配合中央政府的精神，促進
內地和香港的交流，成為兩地溝通的
橋樑，並反映香港市民的聲音。

另外，政府人員協會主席孫名峰
昨亦到報名處領取提名表格，而觀塘
區議會主席陳振彬則派人領取報名表
格。上周六是報名參選人大代表的首
天，現任港區人大代表譚惠珠、羅范
椒芬已經報名參選，而前保良局主席
杜偉強亦有報名參選。至於劉健儀、
李少光、陳勇、顏寶玲等人，據知已
派人到報名處領取報名表。

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
的提名期由本月24日至12月4日，並
將於 12 月 19 日投票，由 1600 多名選
舉會議成員投票選出36名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有意參選的人士需獲得10名
以上選舉會議成員分
別填寫的代表候選
人提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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