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提名
期第六日，昨日再有13人報名，包括六名
爭取連任的現任人代，以及新參選的張鐵
夫、張明敏、王庭聰、黃友嘉等，至於工
聯會的鄭耀棠則攜吳秋北一起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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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將於十二月三
日上午啟程前往北京。

在訪京期間，譚志源將分別到國務院外交部、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及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與相關官員作禮節
性會面。譚志源亦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與
在北京港人茶敘，並應邀參與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舉
行的晚宴。譚志源將於十二月五日早上離京，中午過後返抵
香港。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就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的
休假安排，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該休假不設限期。她強
調行會申報及保密制度有助維持公眾信心，而行會成員難免
遇到可能被視為涉及利益的議題，最重要是提供意見時不偏
不倚，確保意見公正無私。

立法會昨日休會待續，辯論由反對派公民黨議員梁家傑
提出的有關林奮強休假安排的議案。梁以 「行會並無休假先
例，此舉等同破壞問責制」為由，促請林奮強盡快辭職。

民建聯葉國謙則認為，林奮強的休假決定恰當，期望他
用休假時間整理事件，再向公眾清楚交代。葉國謙又說，事
件現在已交由廉政公署處理，不宜過早評論；而社會亦應給
予時間當事人解釋，否則有欠公平。

林鄭月娥發言時表示，理解市民對行政會議成員的言行
和操守有高的要求和期望，亦關注到他們可能需要處理一些
與其利益有衝突的事項。她坦言，提交行政會議的事項繁多
，行會成員不免遇到可能被視為與其利益有關的議題，關鍵
是以公正無私和不偏不倚的態度，向特首提供意見。而行會
設有嚴謹而行之有效的利益申報制度，這有助維持行會暢順
運作和公眾對行會的信心。

她重申，林奮強對政府推出壓抑樓價措施毫不知情。至
於林奮強的休假安排，是因為他需要集中處理售賣其住宅物
業而引起的疑問，休假亦沒有設定時限。林鄭月娥表示，過
往亦有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暫停履行職務，但由於具體情況
不盡相同，所以不作比較。

多名現屆人大代表昨報名競逐連任，其中香港科
技大學副校長黃玉山、執業律師馬豪輝，以及紡織界
的劉柔芬就相約一起報名。三人均表示，過去五年的
工作，感受到作為人大代表對國家事務的參與，期望
可在這個平台繼續發揮作用。

黃玉山表示，去年曾隨人大視察團前往河源了解
東江水源頭建設，其後代表團提出的意見被廣泛採納
，既有利國家發展，亦可保障香港食水安全，期望未
來在參與國家立法工作的同時，也可加強香港與內地
交流。馬豪輝亦表示，期望以專業、務實推動國家發
展，提升內地法官的地位和公信力，促進本港六大宗
教團結、和諧發展。

歌手張明敏冀為國貢獻
曾以一首《我的中國心》唱響大江南北的愛國歌

手張明敏，昨亦遞交了208張提名信，正式報名。張
明敏表示，服務社會、國家一直是其志向，特別是透
過歌聲感受到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希望透過參選，與
其他參選人相互學習，共同進步。

第一次參選的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友嘉，遞
交了158張提名信報名。黃友嘉表示，自己戰戰兢兢
，希望透過以往擔任公職的經驗，加強香港與內地在
經濟、民生的交流。

首次參選的還有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部長張鐵夫，
他遞交了226張提名信。張鐵夫表示，自己擁有多年
在內地工作經驗，在香港居住 20 多年對香港情況比
較熟悉，希望可透過人大的平台，協助在內地的港人
解決問題。被問及應如何解決 「雙非」問題，張鐵夫
表示，明白香港社會非常關心這個問題，特區政府已
採取一些行政措施，若最終要透過法律途徑解決，提
請人大釋法，亦只能由特區政府提出。

鄭耀棠偕吳秋北報名
同日報名的，還有現屆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榮

譽會長鄭耀棠和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兩人分別獲得
超過二百六十以及二百五十多張提名信。鄭耀棠表示
，會努力爭取連任，希望日後將港人疑慮不折不扣地
向中央反映。

此外，現屆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
，現屆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現屆全國人大代表、亮

睛工程慈善基金主席林順潮，香港南旋集團主席王庭
聰，香港中小企業聯合會佘繼標，亦分別於昨日報
名。

新一屆人大選舉提名期由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4 日，在剛
過去的 6 日中，已先後有 31
人報名參選，其中以昨日最多

人，共有 13 人到位於上環信德中心的報名點遞交報
名表，是六日之中最多的。各參選人在報名點相遇，
除互相寒暄外，亦不忘即場爭取提名、派發政綱等，
氣氛相當熱絡。 需時間處理賣樓引發質疑

林奮強休假無定期限

報名者眾 氣氛熱鬧

譚志源下周訪問北京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說起士多啤梨，大
多數人會想起外地產品，但漁農自然護理署農業主任
陳兆麟表示，他過去 30 多年服務政府的生涯中，最
得意之作就是引入適合在港種植的士多啤梨品種。他
昨日聯同76位來自34個部門的政府人員，一同接過
今年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這位 「植物醫生」
表示，工作最大的滿足感，是看到求助農夫臉上的笑
靨。

說陳兆麟是 「植物醫生」並不誇張，他在台灣的
大學唸植物病理，回港後加入當時的漁農署，工作至
今已有 33 年。他形容，自己是 「紅褲子」出身，最
開心的時間是在現時任職的園藝組，過往引入了約
30 個品種的植物，除了士多啤梨外，得意之作還包
括黃皮西瓜、正宗鶴藪白菜等。近年他亦積極培植食
用的菇菌，受到不少農夫的歡迎， 「他們笑便等於我
笑，每次見到他們笑，我便很滿足。」

除了推廣一些過往只能進口的蔬果品種外，陳兆

麟亦發展溫室精耕技術，然後教導予本地農夫，並提
供技術支援和講座。陳兆麟表示，並非每次的工作都
順利，曾試過有一年的天氣特別寒冷，田內的翠肉瓜
一夜間受到 「（寒）霜害」，所有農作物無法救回，
埋沒了整個團體的心血。他又說，工作多年的最深體
會是 「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另一位獲獎者是香港海關總關員陳鎮華，他加入
海關32年，處理過的大案包括02本港破獲的首宗象
牙走私案，並得到國際組織的嘉許。他表示，入職時
的海關船隻為木船，後來慢慢升級為鐵船，海關更在
03 組成俗稱 「大飛隊」的高速截擊艇。他亦見證走
私品的變遷，特別是內地富強後，由過往一些不值錢
的舊電器，至現時走私龍蝦等海鮮。

陳鎮華又說，通常走私客都是亡命之徒，他試過
要由航行中的海關的船隻，跳到走私船上制服犯人，
情況甚為兇險。同樣獲獎的渠務署管理值班工程師曾
民強就說，經常要不定時工作，他十分感謝太太的支
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表示，是次為有關獎項
的第九次頒獎禮，強調專業和高效的公務員隊伍是良
好管治和施政的重要一環，局方會繼續維持及提高公
務員隊伍的士氣，確保公務員有良好表現和操守。

植物醫生勇關員同獲嘉許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朱晉科
報道：屋宇署昨午再到特首梁振英位
於山頂的大宅，視察了 4 號屋一幅外
牆後面的情況，發現一個30 平方米的
樓面空間，屋宇署會繼續跟進。另外
，屋宇署署長區載佳嚴正聲明，署方
並無包庇任何人僭建，亦無受高層壓
力停止調查，有關指控對同事不公平。

區戴佳稱指控極不公平
區載佳昨午突然會見傳媒，開首

即表示 「屋宇署的同事表達一些不滿
」。他說，即使日前不斷回應傳媒的
查詢， 「連日來都有對我們同事一些
不是基於事實的指控，包括指我們的
同事在處理這個案上對業主有包庇，
又或是指我們的同事受到高層壓力而
停止調查。我覺得這些指控對我們的
同事非常不公，所以我在這裡要作一
個嚴正聲明，是絕無其事」。

就 6 月 18 日回應傳媒查詢時，沒
有提到 4 號屋地下低層一幅磚牆的問
題，區載佳表示因為調查尚未完成，
署方還在調查及要求業主的認可人士
去提供進一步資料。根據一貫做法，
署方不會提供未完成調查工作的細節

，所以在回應傳媒時沒有提到牆身的
事。他重申，屋宇署在處理僭建物和
執法工作方面，是由一個經驗非常豐
富的專業團隊負責，絕對不會因為業
主的身份而作特別處理。

另外，屋宇署人員昨日傍晚再到
梁振英的大宅，發現一個約30 平方米
，相當於約 323 平方呎，高約兩米半
的空間。高級屋宇測量師朱煒堯表示
，屋宇署會繼續分析及評估視察所得
資料，跟進個案。梁振英早前在書面
聲明承認，在 4 號屋地下低層，有一
個約 200 平方呎的擴建部分，並已經
拆除。

林煥光冀梁再確切交代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表示，梁

振英就僭建問題已多次詳細解釋，但
仍有部分公眾認為應交代得更清楚，
他希望特首慎重考慮，是否要作一次
很清晰的，確確切切交代，尤其是交
代關於對他誠信的質疑，因為如果交
代不清，會對特首的管治威信有打擊
。林煥光又說，目前應留空間給特首
進一步考慮交代，不應貿然提出不信
任。

工聯會榮譽會長兼行會成員鄭耀
棠認為，梁振英早前已經清楚交代事
件，他的誠信完全無問題，社會不應
就這個問題再糾纏，不如給政府更多
時間去研究如何做好民生工作，工聯
會亦肯定會反對有議員向梁振英提出
不信任動議。

長遠房屋策劃督導委員會成員蔡

涯棉認為，梁振英無誠信問題，只是
在事件中有疏忽和處理不善，他覺得
外界太着眼梁振英交代事件時的字眼
，有人指梁振英是 「大話冚大話」是
冤枉梁振英。他認同社會對高官和名
人的標準較高，但亦應盡量一視同仁
，他又說上述批評對象不是針對傳媒
，而是認為有些人有心要製造事情。

【本報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曾與港澳辦副主任
張曉明提及本港的水貨客問題，認為深港兩地海關應交換情
報，並作出針對性行動，強調口岸及火車站人流要保持暢順
，確保通道不會受阻、妨礙市民正常的活動，並表示有關工
作亦繼續會不定點、不定時地持續。

黎棟國於北京訪問期間會見本港傳媒，他表示曾禮節性
拜會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時，就水貨客問題介紹了香港的最
新情況，相關政府部門跟內地的對口單位，就水貨客問題採
取聯合行動和措施；亦有拜訪海關總署署長于廣洲，及提到
關於水貨的情況。

他指出，前兩天深圳海關發表公布，概括自今年9月上
旬以來，深港兩地海關開始了 「共築國民之盾」聯合打擊水
貨走私的行動成果，而本港行動亦打擊上水及周邊地區的水
貨活動，港鐵也引進新措施，限制乘客攜帶行李的大小和重
量。在連串不定期、不定點的執法行動後，上水火車站和周
邊地區的秩序獲得改善。

深圳海關亦在入境旅客檢查通道內，共查處了2,350宗
屬於違規的個案，較嚴重的走私行為案件有1,232宗，要立
案作刑事偵案的有23宗，搜獲的物品有電子產品、酒類和
海鮮食品，甚至搜獲到一些容易製成毒品的麻黃鹼。

他又指，本港明年採取 「零雙非」政策，過往的工作亦
已取得一定成效，內地雙非孕婦來港衝急症室產子數字持續
下降，由高峰期每月平均約150人，降至最近每月平均約25
人。他說，口岸人員會持之以恆執行零雙非的政策，同時亦
會打擊中介人。

黎棟國又指出，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的憲制責任，
市民亦共同承擔這個責任，但現時施政重點是解決市民面對
及關心的民生問題，政府正集中力量首先處理房屋、貧窮、
環保等民生迫切的問題。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立法會昨日通過
無約束力修訂動議，要求政府在明年三月底前，就
是否發出額外免費電視牌照作出決定。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強調，政府在處理牌照申請方面
有進展，過程中並不存在延誤，亦沒有政治考量。
特首梁振英表示，會盡快處理有關申請。

立法會昨繼續辯論有關本地免費電視節目牌照
申請的議案。經民聯梁君彥說，開放電視業務市場
，可讓市民有更多選擇，甚至讓有志投身電視業的
青年有更多就業機會。他不認同發出牌照會做成惡
性競爭，因為發出牌照反而可以刺激經營者，令行
業更多元化。金融界議員吳亮星表示，增發牌照可
以扭轉目前電視行業缺乏競爭、電視劇質素下降局
面。

而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認為，一時間投入太
多資源在電視行業，有可能重蹈數碼廣播公司的
「爛攤子」局面，認為政府增發牌照時必須考慮是

否符合經濟效益。

王維基稱無奈接受
蘇錦樑表示，三宗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上已有進

展，有結果會盡快公布。他強調不能因求快而倉卒
作出決定，既不符合公眾利益，亦容易受到法律上
的挑戰。所以，最恰當的做法是繼續嚴格按照有關
程序盡快處理有關申請。

梁振英出席香港總商會午餐會時，被問到立法
會促請政府明年三月底前發出新的免費電視牌照，
他回應說會盡快處理。出席同一場合的城電主席王
維基說，城電原本希望年底可獲發牌，但亦接受現
實。他希望政府有明確解釋，說清楚所涉的程序問
題。

而就立法會通過議案，亞視發表聲明：在免費牌照問題
上，亞視反對一切政治干預，並再次籲請特首和公務員事務
局，徹查前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涉嫌泄密違規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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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旋集團主席王庭聰（左）與歌星張明敏
報名參選

▲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部長張鐵夫第一次參選人代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與該會理事長吳秋北
（右）一同報名

特首大宅拆牆證有僭建空間
屋宇署長否認受壓力包庇

▲三位得獎者均謙稱，自己得到的獎項都是部門
上下的功勞。左起陳鎮華、陳兆麟、曾民強。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屋宇署署長區載佳（中）昨召開記者會反駁不公平指控

黎棟國訪京商打擊水貨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