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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繼續韓國考察行
程，了解當地環境保護設施及政策，圖

為他昨天參觀韓國首間綠色社會企業（社企）Beautiful
Store。

【本報訊】觀塘坪石區議會議席的補選已接受報名，若
多於一名候選人，便需於5月26日進行投票。民建聯計劃派
原任議員陳百里之助手、該黨立法會議員陳鑑林之子陳俊傑
出選，但需待該黨常委會通過，而反對派民主黨則可能派失
落黃大仙議席的徐百弟跨區空降出戰。

由於該區區議員陳百里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政治助理
，因此該區需要舉行普選，選舉事務處發言人表示，提名期
由昨日至本月18日，獲提名人士必須年滿21歲，並要是在緊
接提名前三年內通常在港居住的地方選區選民。至於提名表
格必須得到坪石選區的10名已登記選民簽署，每名選民只可
以簽署提名一位候選人，而獲提名人士須把已填妥的提名表
格和3,000元選舉按金，在提名期間親自送交選舉主任。

民建聯觀塘支部已推薦陳鑑林之子陳俊傑出選，現要待
民建聯常委會在4月9日開會通過，稍後便會報名參選和正式
進行宣傳。據了解，雖然陳俊傑近兩三年才擔任陳百里的助
理，但過往一直在該區擔任義工，在區內服務了相當長的時
間，現亦有跟進地區的路面工程，該黨有信心可奪回議席。
至於是否會由陳鑑林出面協助拉票，該黨內人士預料，可先
讓陳俊傑自由發揮，再按形勢而定。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將公然違
法行為包裝成 「愛與和平」的 「佔領中環」
行動惹起社會廣泛關注，支持該行動的教協
最近更編制有關通識教材，向學生灌輸 「佔
領中環」的理念。在網上討論區，有多位網
民怒斥教協公然教唆師生參與違法政治行動
，利用學生做政治棋子，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

在 「香港討論區」，網民 「天外有天
sim」日前上載名為 「逼停國民教育後，泛
民教協向學生灌輸犯法佔領中環洗腦課程」
的帖子，批評反對派和教協去年以 「洗腦」
之名逼停國民教育，但現在居然 「將反中反
政府的非法佔領中環行動的政治偏向思想，
夾硬灌輸畀學生洗學生腦」，他又質疑，教
協在國教事件中揚言政府諮詢不足，但自行
印製 「佔領中環」教材卻 「完全冇向市民公
眾諮詢」，完全是自相矛盾。

對於有人認為，就教協有關教材， 「老
師可以唔要，學生亦可以唔聽」，網民 「路
過的人_甲」反駁說， 「佔領中環」是要市
民公然違法，不值得鼓勵，學校必須禁止有
關理念。他又以賭博為例，認為即使學生在
社會上有多種途徑接觸賭馬和賭波的資料，
學校亦不能教人賭馬和賭波。網民 「泉船」
說，不贊成將敏感而偏頗的觀念向學生灌輸
， 「求學階段中的人，應專心求學，不要參
與政治」。

在社交網站facebook，亦有不少網民批
評教協支持 「佔領中環」的舉動。網民
Adrian Chow說， 「教協更不堪！作為教
師專業組織，公然教唆學生癱瘓自己社會的
經濟命脈，你們這幫人心裡有數，明知道中
央愛香港，卻利用無知學生做你們的政治棋
子，威脅國家，煽動學生犯法，破壞香港繁
榮穩定，要學生在香港重演六四悲劇……你
們的心何其歹毒，已經魔。」

網民Fung Leung說， 「小朋友成長期
間，是白紙一張，極受可見可聞的環境影響
。現策動、號召佔領中環行動，仍處造勢階
段，未成事實。黑手已向小朋友放毒，為反
中亂港延續為禍埋下伏筆。此舉可謂深謀遠
慮 ……， 其 心 可 誅 。 」 網 民 Ting
Cheung Yam說，為人父母，絕不接受將
自己的孩子成為教協的政治工具，以偽民主
自由做藉口去做違法的事。

專訪

跨國公司擬撤資
林
健
鋒
：

香港享有國際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的地位，
林健鋒認為，香港之所以能夠得到世界各地的認
同，是因為政治、經濟和社會民生都很穩定，而
且在法治方面做得很好。他指出，法治對營商環
境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在香港，合法地遊行示
威是香港市民慣常的表達意見方式，但 「佔領中
環」行動，公開叫市民燒國旗、堵塞馬路，公然
叫市民違法， 「我覺得已經超出了香港人理性、
合法的底線。」

擔心 「佔中」 成壞先例
林健鋒指出，戴耀廷作為法律學者，亦是教

育界人士， 「他現在叫市民以違法方式，達致部
分人的政治訴求，這做法是否合適呢？對將來社
會在尊重法治方面又會有什麼影響呢？」對於戴
耀廷說，佔領中環演變成流血衝突的機會不大，
林健鋒表示憂慮。他說，過去很多示威，最後都
演變成衝突，而戴耀廷發起 「佔領中環」，號召
市民就政改抗議，但屆時很可能會有不同訴求的
人藉機表達意願： 「誰能夠保證是否每個參加者
，都願意坐定定，等警察抬走，不會有衝突？」

不少跨國公司的總部都設在中環，林健鋒說
，如果有人強行長時間佔領中環一個地方，會對
他們的生意運作造成阻滯，並影響國際金融中心
的運作。他又擔心一旦 「佔中」成事，會成為一
個很壞的先例，之後類似行動會陸續有來。

政府應實施應急方案
林健鋒透露，一些大公司，包括跨國公司，

已開始做風險評估，研究 「佔領中環」的影響。
他說，每間跨國公司都有風險管理部門，不時為
可能遇上的外圍情況作評估，公司的管理層會因
應評估內容調整在當地投資的決定。如泰國水災
及 「紅衫軍」示威時，當地的香港廠商都有進行
評估，研究是否有需要搬遷。

林健鋒表示，香港天然資源不多，經濟發展

主要靠人才和制度，如果 「佔中」損害投資者信
心， 「打破香港的飯碗」，相信是廣大市民不願
意見到的。他說，政府有責任保持香港社會繁榮
穩定，當局應做適當的部署，就任何可能的衝擊
，盡快實施適當應急方案，保證香港金融中心、
貿易中心的地位。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發起 「佔領中環」 行動，揚言要
召集上萬人聚集中環，以 「公民抗命」 形式爭取所謂「真普選」
。本港工商界對 「佔中」 可能造成的損失深感憂慮。行政會議

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接受本報訪問時坦言，有部分跨國公司已開始做風險
評估，研究佔領中環的影響。林健鋒擔心一旦 「佔中」 成事，會成為一個很壞的
先例，之後類似行動會陸續有來，損害投資者信心。

本報記者 石璐杉

◀ 「佔領中環」 行動將嚴重影響本港國際金
融中心和貿易中心的地位

政改諮詢尚未啟動，反對派已開始就所謂 「
真普選」、 「假普選」問題爭論不休。林健鋒指
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根本未有方案，現階段
就作出 「真普選」或 「假普選」的爭議，根本不
切實際，是為爭拗而爭拗。他認為，市民應該運
用合法的途徑，以理性的態度討論政改，達致一
個最大的共識。

對於反對派強調特首普選要依從 「國際標準
」，林健鋒說，基本法第45條已講明，行政長官
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
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
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他
認為，每個地方的選舉制度，都要按當地實際情
況。

林健鋒又指出，世界上好多民主國家或者地
區，都不是 「一人一票」。如美國總統選舉是計
選舉人票多少來決定勝負。英國的國家元首是世
襲制，議會分上下議院，上議院並非由選舉產生
，而是世襲委任制，下議院才由地區直選產生，
再由下議院內的最大多數黨組成內閣，最大多數
黨的黨魁就會成為首相。德國的聯邦總統則是由

約1300人的聯邦大會選出，聯邦大會一半是聯邦
議會議員，一半是州議會中選出的代表。林健鋒
表示，香港的選舉是 「一國兩制」下的地區選舉
，外國的經驗可以參考，但必須考慮香港各方面
的背景，關鍵是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

而中央近期就香港的普選問題多次表態。兩
會期間，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參與港澳政協聯
席討論時表明要確保愛國愛港、愛國愛澳陣營在
港澳長期執政；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呂新華則表
示相信2017年香港會普選出一個愛國愛港的特首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在深
圳與部分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座談時，再次強調特
首必須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並講明普選
的兩個前提。反對派對中央的表態反應激烈，指
是為普選設關卡。對此，林健鋒認為，中央是以
簡單、直接的方式重申就香港政改的立場，澄清
部分可能產生模糊的地方。他說，香港現時面對
另一個十字路口，在普選諮詢起步之時，各界應
該理性討論，達致一個最大的共識，讓香港的政
制發展向前行。

籲理性討論政改達共識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香港研究協會最新調
查顯示，市民對政府整體工作及問責官員的評價持續
改善，其中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的評分更再創新
高，以3.59分繼續排在首位。但協會指，政府表現與
市民期望仍有差距，需在 「提升教育質素」及 「改善
貧富懸殊」兩方面多下工夫。

高永文評分再創新高
香港研究協會於3月29日至4月2日，成功訪問

1084人對特區政府及主要問責官員的滿意度進行評分
。調查結果顯示，以1分最低5分最高，特區政府整體
滿意度為2.65分，升0.09分，反映市民對政府整體工
作的評價持續改善。受訪者最滿意政府 「改善社會福
利」（2.69分）的表現，其次是 「提升醫療服務質素
」（2.64分），然後是 「紓緩房屋問題」（2.52分）
，最後則是 「提升教育質素」（2.48分）及 「改善貧
富懸殊」（2.37分）。

主要問責官員方面，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得3.24
分，微升0.01分，在三位司長當中繼續位居榜首；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評分錄得0.28分的跌幅，得2.80分，
創其任內新低，相信與新一份財政預算案評價欠佳有
關；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則得2.77分，升0.03分，繼
續排在第三位。

局長方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升0.04分，
以3.59分繼續排在第一位，評分再創其上任以來新高
，顯示最近有關限帶奶粉條例的爭議，並無為其評分
帶來負面影響；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得3.01分，升0.11
分，排名上升一級至第二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得2.96分，升0.04分，排名則下跌一級至第三位；
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則得2.28分，升0.04分，排名下
跌一級至榜末位置。

與市民期望仍有差距
整體而言，15位問責官員評分中，14位錄得上升

，一位錄得下跌，反映市民對問責官員的工作表現評
價有所改善。但協會負責人指出，市民對特區政府各
項表現皆不足3分，低於一般水平，反映現時特區政
府的表現與市民的期望仍有一定差距，情況值得關

注。
協會負責人建議問責官員，認真總結市民的評價

，深入檢討過往工作表現，特別針對評分較低的 「提
升教育質素」及 「改善貧富懸殊」兩方面多作政策研
究工作，積極推出有效的措施，以回應市民的訴求，
爭取更多市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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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編制的所謂 「佔領中環」 通識教材

何俊仁叫囂撤資正好當籌碼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對派就政改

問題的擾攘無日無之， 「佔領中環」更是擾亂本
港經濟及秩序之舉。民主黨何俊仁昨日更表示，
已知道有在中環設總行的大型銀行會就 「佔中」
制訂應變方案，最壞打算是遷出香港；但他以此
作為威脅中央的籌碼，揚言只要中央 「信守承
諾」，便不會發生，否則會導致香港 「社會爆
炸」。

何俊仁昨日出席一個論壇時揚言，在香港試
行民主，可以成為內地的示範參考，所以本港在
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是否成功，可視為內地改
革的試金石，否則本港的 「情況堪虞」。他又威
嚇若果不實行 「真普選」，會令本港民情洶湧，
終致社會爆炸。

何俊仁又說，已知某些在中環設總行的大型
及投資銀行就 「佔中」有做準備，假若情況一旦
發生，小則把總行遷離中環，大則遷出香港。被
問到會否擔心影響香港經濟時，他威嚇現時離真
正行動仍有一段時間，只要中央可以讓本港有真

正民主， 「佔中」就不會發生。他又表示，連商
界都就 「佔中」有應變準備，可見 「佔中」有一
定影響力。

出席同一論壇的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辯
稱，現時在進行的民主運動是愛國的表現，如果
政府在諮詢期間提出大多市民接受的方案， 「佔
領中環」的行動就不會進行。他又說，希望中央
相信香港人的智慧，香港市民不會選出一個與中
央對抗的特首。至於真普聯一直稱會邀請學者加
入聯盟，鄭宇碩表示下星期開會時會討論有關問
題，並希望在兩至三星期後可以提出名單。

坪石區會補選啟動

訪韓取經

特區政府滿意度評分
評分內容

改善社會福利

提升醫療服務質素

紓緩房屋問題

提升教育質素

改善貧富懸殊

整體滿意度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評分（變幅）

2.69（+0.06）

2.64（+0.01）

2.52（+0.05）

2.48（+0.04）

2.37（-0.02）

2.65（+0.09）

【本報訊】投考政府工前必須通過的綜合招聘考
試及基本法測試，將於6月8日及15日舉行，有意參加
考試的人士可於今日起報名參加。有意應徵學位或專
業程度公務員職位的人士必須通過有關的考試，而現
持有或本年將持有大學學位或相關專業程度人士都可
申請參加。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示，應徵學位或專業程度
公務員職位的人士，必須具備有效的綜合招聘考試成
績，呼籲有意在短期內投考學位或專業程度公務員職

位的人士，可考慮參加今次考試，以便在有關職位作
招聘時可符合應徵資格。此外，有意應徵學位或專業
程度公務員職位的人士，必須參加基本法測試，而其
基本法測試的表現會佔應徵者整體表現的一個適當比
重。

評分將佔適當比重
至於申請資格方面，任何持有大學學位、符合申

請學位或專業程度公務員職位所需的專業資格，以及

將於2012至13學年獲取大學學位資格的人士，都可申
請參加今次的考試。

即日至18日接受報名
申請人可選擇應考任何一張或多張綜合招聘考試

試卷，有意參加者可於即日至本月18日下午5時前，
透過公務員事務局網頁（www.csb.gov.hk/chi/cre.
html）的網上申請系統提交申請，或填寫綜合招聘考
試及基本法測試申請書（CSB31（3/2013））報考。
有關申請書可從公務員事務局網頁下載，或從民政事
務總署各區諮詢服務中心或勞工處各就業中心索取。
如有查詢，可致電25376429或電郵至csbcseu@csb.gov.
hk與公務員考試組聯絡。

▶林健鋒表示，法治對營商環境的影響至
關重要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應徵公務員6月考基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