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報名期進入第四日
，再有四人提交報名表格，包括全國人大
常委范徐麗泰、爭取連任的雷添良和劉健
儀，以及出身工業界的顏寶鈴。范徐麗泰
表示，現階段會專注處理選舉事務，暫時
不會再評論香港事務。對於今屆選情激烈
，她認為選舉競爭愈大愈好，代表「人代」
受人重視，自己會盡力爭取各方支持。

本報記者 馮慧婷 張綺婷

范太：獲逾百人提名好開心
再有四人報名參選港區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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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明黎桂康離任
【本報訊】據悉，國務院日前發出通知，周俊明、黎桂

康不再擔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
任。

周俊明生於一九四九年，廣東電白人，於二○○三年九
月出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

黎桂康生於一九四七年，廣東東莞人，於二○○三年十
二月出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

中聯辦有關人士表示，周俊明、黎桂康均超過中央規定
的任職年齡界限，故不再擔任中聯辦領導職務。

陳茂波赴京拜訪多個部門
【本報訊】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上任後首次訪問北京，他

將於今日傍晚出發往北京，星期六下午返港。訪京期間，他
將拜訪多個與發展局在建造工程領域有工作交流的政府部門
及機構。陳茂波在訪京首日將訪問水利部、鐵道部和北京市
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與內地相關機構官員會面。翌日，
陳茂波會到訪交通運輸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隨同陳茂波訪問北京的有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韋
志成和副秘書長林天星。

梁振英將出席泛珠論壇
【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本周五上午前赴海南三

亞，出席 「第八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
會」。他將於本周六下午返港。他離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署理行政長官職務。

梁振英抵埗後會與個別省區領導進行雙邊會談，翌日會
與九個省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首長進行聯席會議。

陪同行政長官出席論壇的官員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譚志源、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邱騰華、行政長官私人秘書
陳嘉信、新聞統籌專員鄧惠鈞和行政長官高級特別助理陳建
平。

袁國強訪京拜會法工委
【本報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將於今日至本周五訪問北

京，加強香港與內地在司法及法律事務的了解和聯繫。他將
於本周六上午返港。

訪京期間，袁國強會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外交部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官員會面
。他亦會出席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的宴請。

國際法律專員陸少冰、副國際法律專員（條約法律）曾
強和副法律政策專員（一般法律事務）黃慶康亦會陪同訪京。

黎棟國在京會晤孟建柱
【本報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繼續其在北京的訪問

行程。他早上禮節性拜訪公安部，並與公安部部長孟建柱會
面，向他介紹本港治安的最新情況，並就雙方共同關注的事
宜交換意見。他其後到訪海關總署，與海關總署署長于廣洲
會晤。

黎棟國前日亦禮節性拜訪外交部、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
高人民法院，並分別與外交部副部長謝杭生、最高人民檢察
院檢察長曹建明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會面。他今日
將繼續其訪問行程，並於明日返抵本港。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大宅涉及僭建
問題，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回應表示，會配合屋宇署的
工作，盡快解決所有屋內僭建的問題，並正考慮會否
親自到立法會回應事件。而屋宇署昨亦發聲明，詳細
列明自六月以來視察梁振英位於山頂貝璐道大宅的情
況，並強調處理官員及知名人士個案會一視同仁。

屋宇署強調一視同仁
梁振英昨日早上出席行政會議前回應傳媒提問表

示，屋宇署前日已聯絡其認可人士，要求到其山頂的
物業查看，故其認可人士已安排屋宇署人員入內，並
會向屋宇署跟進，配合屋宇署的要求，盡快解決所有
屋內僭建的問題。

梁振英於昨晚出席港大學位頒授典禮後再解釋事
件，他表示，知道屋宇署就其山頂兩間屋的情況發出
了詳細的新聞稿，他會請專業人士繼續與屋宇署保持
聯繫，就未處理好的問題盡快完成工作計劃，盡快執
行。被問及為何無處理屋宇署發出的四封信，他表示
，在司法程序完成後，會立即重新啟動山頂兩間屋的
僭建的還原和其他工程的工作，所以在上周五一有了

高等法院上訴庭的確認後，他的專業人士就立即與屋
宇署聯繫。當被問到有 2000 年的報道指他的赤柱大
宅有僭建，為何前晚又解釋說山頂大宅是第一次處理
僭建，他稱要回去翻查記錄。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周決定去信梁振英，要求他
到立法會解釋僭建事件，梁振英表示，正考慮會否親
自到立法會解釋，但現時正在處理傳媒提出有關的問
題，會在諮詢專業人士意見之後，具體、盡快解答。

屋宇署昨日發聲明，詳細列明自六月以來視察行
政長官梁振英位於山頂貝璐道大宅的情況。屋宇署透
露，今年6月26日有傳媒報道梁振英4號屋的地下低
層，可能有「僭建工人房」後，署方到大宅視察，並無
發現僭建工人房的情況，但發現原來士多房外牆有部
分，與原來批准圖則顯示的位置不符。翌日，屋宇署
發信予業主及認可人士，要求提供該外牆的構造及建
造目的資料，其後三次書面催促認可人士提供資料。

此外，屋宇署前日曾到過梁振英位於山頂貝璐道
住所查看，跟進梁振英早前提出有關4號屋地下庭院
洗手間及地下低層部分樓面有僭建的問題。屋宇署表
示，4號屋地下庭院加建了頂蓋，改建成洗手間，由

於改動及加建工程事先未獲署方批准及同意而進行，
是違例建築工程，按法例屬於「須優先取締」的類別，
視察時，有部分搭建物已被拆除，署方會繼續跟進。

部分搭建物已被拆除
至於梁振英早前表示，以磚牆密封的部分樓面，

屋宇署視察後認為，情況與6月時視察相若，署方人
員已即時要求認可人士盡快安排打開該幅牆，以便進
行進一步視察。

屋宇署又重申，在處理涉及僭建物的舉報或傳媒
報道時，都會派員實地視察及翻查記錄，並按照《建
築物條例》及現行執法政策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署
方人員在視察期間，主要是核證所舉報或傳媒報道的
懷疑違例搭建物是否屬實，而不會隨便在其他私人地
方視察。

署方在執行有關僭建物的工作時，一貫的政策是
要求業主盡快糾正違規情況，在一般情況下，屋宇署
不會隨便就是否有人違反《建築物條例》進行刑事調
查，在處理涉及高官及社會知名人士的個案時，會一
視同仁地決定所需的跟進行動。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外界質疑行政
長官梁振英山頂大宅僭建涉及誠信問題，從事地產行
業多年、對物業交易及物業僭建情況較為了解的蔡涯
棉，昨日發表公開信，逐一反駁社會四大疑問，力撐
事件不涉誠信問題。蔡涯棉又認為，社會對僭建認知
不足，期望政府透過宣傳教育糾正違規者。

梁振英山頂大宅僭建事件近日再度引起社會關注
。蔡涯棉昨向社會各界人士發公開信，逐一分析社會
對梁振英大宅僭建所提出的種種疑問，包括特首辦就
玻璃棚的回應是否失實、梁振英對4號屋地庫僭建處
理的疑問等。

梁振英於去年11月私自密封4號屋200呎違規擴
建地庫，但今年六月當傳媒向他查詢時，他回答 「沒
有」，被質疑與事實不符。不過，蔡涯棉指出，傳媒
查詢時，有關僭建已經拆除，認為回答 「沒有」是根
據當時事實的表述。

至於有傳媒指特首辦曾回應玻璃棚前身是花棚，
在其買入物業時已存在的講法與事實不符，蔡涯棉認
為，梁振英多年來要處理的事情繁多，大家 「易身處
地」去想，十多年前的事亦未必能記得一清二楚，故

記錯絕非誠信問題。
梁振英亦被質疑沒有找專業人士及通知屋宇署而

進行4號屋地庫拆除工程。蔡涯棉以他在地產行業的
多年經驗指出，絕大部分業主處理這類在裝修工程中
屬較小型的工程，一般都交由裝修公司及工程公司處
理，甚少人找專業人士，絕大部分業主亦不知道要通
知屋宇署，所以梁振英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他又表
示，十多年前專業人士檢查物業時，主要關注樓宇安
全及重大結構改動，而非僭建問題，梁振英不公開義
務提供意見的建築測量師的身份，是對該專業人士公
平合理的做法。

蔡涯棉認為，過去香港絕大部分業主對僭建的關
注和認識都不足，導致很多業主，包括社會名人、政
府官員都被發現物業有僭建情況，這並非個別業主的
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的認知以及宣傳教育不足的問題
，外界亦不應對行政長官、政府官員、社會名人等過
度苛刻要求，而應透過宣傳教育糾正違規者。

蔡涯棉認為，梁振英確有疏忽及處理不完善之處
，但期望社會以包容態度看待其無心之失的疏忽，讓
事件告一段落，全力支持政府紓解民困、振興經濟。

▲周俊明 ▲黎桂康

特首：配合屋宇署解決僭建

▲梁振英昨晚出席港大學位頒授典禮後再解釋僭
建事件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蔡涯棉為僭建事件釋疑

范徐麗泰昨午在助手陪同下報名，她說已經致電
朋友拉票，感謝大家支持，但她一人的力量有限，可
打的電話不多，得到超過一百個代表提名，她感到好
開心，有部分提名仍在處理中，下星期會再提交另一
批提名。

她表示，未遇到有人因為她批評特首梁振英而拒
絕提名，亦沒有想過高票或低票當選的事，自己是本
着服務市民的心參選，沒有擔心選情。至於能否再擔
任常委，她認為是後話，要先當選人大。

對於梁振英僭建的問題，她說現在專注於人代選
舉，沒有看過有關聲明，若評論事件有欠公允。

雷添良冀解釋政綱
競逐連任的羅兵咸永道會計師高級稅務合夥人雷

添良、香港執業律師劉健儀昨亦先後報名參選。雷添
良表示，現在爭取到來自各界別的約一百八十個提名
，會盡可能與選舉會議成員接觸，爭取見面機會向他
們解釋自己的理念和政綱。回顧現屆的工作，雷添良
表示，關注國家制度的完善以及民生發展，相信自己
的熱誠，可以在這個平台繼續作出貢獻。

而劉健儀則表示，參與國家建設是核心工作，自
己較關注反貪腐和法制建設方面的問題，希望透過人
大的平台，為在內地的港人提供幫助，亦充當橋樑的
角色，讓港人認識國家、了解國家。劉健儀透露，她
現時獲得九十個提名，當中包括二十多位現屆港區人
大代表的支持，會繼續積極拉票，但因為今日要趕赴
大連開會，需周五才返港，令拉票時間更加緊迫。

顏寶鈴獲發叔打氣
出身工業界的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董

事總經理顏寶鈴，昨在包括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廣東
社團總會主席王國強等多名政商界人士陪同下，報名

參選。顏寶鈴表示，自己做事一直
堅持以誠為本的原則，今次選舉亦希
望憑一個 「誠」字打動選舉會議成員
。在工業界打拚超過二十年，顏寶鈴表
示，明白工業界的困難和訴求，希望可以為
業界發聲，而自己同時亦擁有十四年慈善服務經
驗，可將香港完善的慈善服務體系推入內地。

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提名期至12月4
日，截至昨日，已有至少17人報名。1600 多名選舉
會議成員將於12月19日投票選出36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

【本報訊】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昨日出席電台
節目時指出，目前公務員士氣相當高，工作有熱誠
，梁振英與公務員的磨合亦比他想像中快，但他坦
言，國民教育科的問題變成政治風波要立即處理，
過程辛苦。

對於今屆政府被指無 「蜜月期」，張志剛指出
，政治環境不止是香港如此，全世界的政治人物蜜
月期都短。比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剛剛連任成功，就
要處理 「財政懸崖」的問題。張志剛表示，行政和

立法機構之間存在矛盾和張力，因為如果不是行內
閣制，整個政治的本質就是分權，比較難達到共識
。他又指，應反思 「拉布」的做法是否是好的，
「因為一個人不鍾意，就將整個議會冰封？」他認

為，香港應該總結經驗，建立一套政治文化。
談及香港與內地的磨合問題，張志剛說，兩地

無一個基本上的矛盾，目前只是一時間太多人來港
，在本地有限的資源內沒有調解好，他認為，大家
都應該嘗試從對方角度，為對方設想一下。

另一位行會成員羅范椒芬昨日在一個大學生座
談會上談及香港優勢與隱憂。她說，本港有嚴謹法
治制度，另一方面亦有人藉司法制度，達致政治目
的，包括每事都向廉政公署投訴，但事情未必屬廉
署工作，會否影響廉署打擊貪污，值得思考。她說
，近年有少數高官出現廉潔問題，但她不認為政府
有大範圍貪污舞弊問題。羅范椒芬又說，近年行政
立法關係不和諧，政治角力時有發生，影響施政效
率，例如社會對長者生活津貼有期望，但立法會財
委會仍未批准撥款。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稱，現時行政與立法關
係不和諧，經常互相角力，降低政府施政效率，令
官員工作無滿足感。

▲黎棟國（左）在北京與公安部部長孟建柱會面

不滿政府比率明顯下跌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港大最新民調顯示，特首

梁振英的民望與上次調查變化不大，支持度評分為 52.3 分
。而政府方面，對比一個月前民望略為轉好，巿民不滿政府
的比率明顯下跌5個百分點。

民研計劃在 11 月 14 至 22 日，成功以電話訪問 1020 名
香港巿民，發現梁振英的民望變化不大，支持度微跌0.7分
至52.3分；而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比率就明顯下跌5個百分比
至41%。調查期間，政府公布本港第三季經濟增長為1.3%，
可能對政府的支持度有所增加。

社民連成員搶咪案准上訴
【本報訊】兩名社民連成員去年在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鄭汝樺出席一個活動致詞時衝上台搶咪及撒溪錢，被裁定在
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成，判監14日。二人及律政
司各自就相關控罪的法律原則，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
終院昨日頒下書面判詞，批准雙方上訴，不過強調，批准上
訴並不等於法庭認同非和平的示威。

二名被告周諾恒及黃軒瑋，被控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
序行為罪，在原審時被判監兩星期。他們之後在高等法院上
訴，法官改判二人公眾集會擾亂秩序罪成，罰款 2000 及
3000 元，毋須入獄。兩人再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希望推
翻定罪；而律政司亦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希望維持原先公
眾地方擾亂秩序的定罪。

終院昨日頒下書面判詞，批准雙方上訴。

張志剛稱公僕士氣相當高

▲范太表示，會專注處理選舉事
項，暫時不會再評論本港事務

本報記者馮慧婷攝 ▲雷添良▲雷添良

▲劉健儀▲劉健儀

▶▶顏寶鈴顏寶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