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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最近致力在新界東拓展地區工作，
最新舉措是於將軍澳設立自由黨新界東支部(將軍澳)辦
事處，並於昨日舉行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並邀得中聯
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李文、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
門、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西貢區議會主席吳仕福、署理
西貢民政事務專員曾展鴻、西貢區鄉事委員會主席駱水
生、坑口鄉事委員會主席成漢強等擔任主禮嘉實。圖為
眾嘉賓切燒豬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拓展新東

是否選特首 梁家傑迫民主黨表態

梁美芬：大舜非抗衡公專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以專業人士為重

心、剛於月中正式成立的「超級智囊」：大舜政策
研究中心（大舜），迅即發表了首份有關油尖旺區
噪音問題調查報告，為政府改善施政出謀獻策。有
指大舜的成立，是為了抗衡公民黨的「子組織」
—公共專業聯盟，西九新動力立法會議員、大舜
副主席梁美芬強調，大舜的成立並非衝 任何組織
而來，只是為了回應社會需要，填補目前香港社會
薄弱的專業聲音，令全民皆有發聲的舞台。

強調中立 盼專業助施政
大舜的顧問團隊雲集不少政經猛人，包括前行政

立法兩局首席議員鍾士元、前行政會議成員陳智
思、全國政協委員胡經昌等，有人據此質疑梁美芬
有意鋪路籌組新政黨。梁美芬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表示，大舜成立目標只開拓跨領域的研究大門，
堅拒淪為「象牙塔」，絕非「公信力低，形象模糊」
的「智庫泡沫」，「大舜今後會繼續確保中立性，
我們的義務顧問團隊，為避免不被牽 鼻子走，更
堅持不收分文，只希望專業聲音成功帶領社會向前
走」。

她認為，特區政府已經失去駕御社會問題的能
力，故眾專業界的「老友記」一呼百應，加入大
舜，期望為社會發展出一分力，並以「反高鐵風波」
為例，強調香港「是時候開拓更多意見舞台」，
「好多港人對高鐵議題都有感受，畢竟每個人都年
輕過，我亦體會得到80後對社會的熱情，足證香港
是需要一個全面討論的空間，以致建築工人亦可參
與」。
梁美芬強調，大舜並非「親政府組織」，並有信

心最終可為政府帶來更多「聽得入耳」的專業聲
音。

梁愛詩：港人能自立23條應珍惜
稱中央知兩地有別特意放權 倡分步驟處理減疑慮

僭建責任
孫公願承擔

■單日堅、蕭楚基、蔡汪浩、唐尤淑圻及李少
光夫人主持「友『懲』靚粽『皇』義賣」啟動
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教育局局長孫
明揚被傳媒揭發其住所有僭建物，其時身為主責
有關工作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卻漠視屋宇
署的清拆通知達5年之久，被坊間質疑為「知法
犯法」。孫明揚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重申，
他會對這件事負責，並承擔一切後果。在被問及
會否因此事辭職時，他則未有回應並離開現場。

林瑞麟率團訪北京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應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邀請，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
瑞麟將率香港特區政府訪問團，於今日開展訪京
行程，期間會拜訪國務院港澳辦、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等多個中央部委，隨後赴吉林省多個地
方考察，並與當地官員會面。
林瑞麟於昨晚離港，並於下周五返港。期間，

副局長黃靜文將署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一
職。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
泰提出，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
新任特首面對的挑戰，引發了社會的
熱烈討論。原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
說，要待社會較和諧才是推出有關的
立法建議的好時機。
吳康民昨日在出席培僑中學畢業禮後

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說，無論哪位人士成
為特首，都需要面對這棘手問題，但認
為在社會較和諧時，方為推出立法建議
的好時機，並認為近日接連發生的教育
局局長孫明揚的住所被揭僭建，及前政
府科技資訊總監葛輝就「上網學習支援
計劃」遴選過程提出「控訴」的羅生門
事件，均引起不少爭論，反映目前「社

會矛盾仍然尖銳」。

稱「鐵三角」論難成真
再被問及他提出的新屆特區政府

「鐵三角」論時，吳康民重申，自己當
時提出的「鐵三角」論，只是說笑形
式的「怪論」，沒想過會被「寫文
章」，亦認為「成事」的機會不大，
「一山已不能藏二虎，更何況是三
虎」，又指新任特首選舉已到了競逐階
段，但至今報名人選仍撲朔迷離，
「任何人都可以是特首的候選人」，猶
如到了「戰國時代」，故他不會評論哪
人較適合成為新特首，而自己也沒有
甚麼「內幕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是否派員參加2012
年特首選舉的問題上，反對派陣營一直各懷鬼胎，試
圖借特首選舉提高其所屬政黨的知名度，而在滿足其
一己之私的同時，也要阻撓「友黨」借機出位。公民
黨黨魁梁家傑首先叫陣，促對此問題「議而未決」的
民主黨，須最遲應於8月表態，否則他「或會與其他反
對派團體提出論述」，試圖孤立民主黨，另起爐灶。面
對公民黨的咄咄逼人，民主黨政制小組大部分成員，
均傾向參與明年的特首選舉，並指該黨最快會於今年
7、8月舉行的會員大會上作決定，相信屆時各反對派
政黨，將出現新一輪的「狗咬狗骨」。
距離明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尚有10個月，反對派各政

黨已磨拳擦掌、躍躍欲試，想借參選提高所屬政黨以
至其個人的知名度，以求為明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
造勢，在這情況下，各反對派政黨均屬意自行派員參
選，而非再「共推」一代表參選，以免為他人作嫁，
故各黨派至今仍未就是否派員參選，以至是否舉行反
對派內部初選機制等達成任何原則性共識。

八月不決或另起爐灶
於07年代表反對派出戰特首選舉的梁家傑，在昨日

在出席一個論壇後「警告」，公民黨在此事上「不可永
遠等下去」，並首次定下「死線」，向「反對派第一大
黨」、民主黨「迫宮」，稱對方應最遲於今年8月就此表
態︰「點解成日話要等民主黨？你要講掂佢呀，唔好
剩係話反 ，唔好剩係話單雞（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

同卿姐（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反 ，你咁樣反 就
好難將討論向前推⋯⋯8月係『極極極限』，到時民主
黨真係冇論述，仍然議而未決，公民黨會唔會同其他
『泛民』黨派有一個大家可以擁抱的論述？就到時先
算。」

質疑「內部初選」成效
就部分反對派中人建議透過同陣營的「內部初選」，

「共推」一人代表反對派參與特首選舉，以免分薄票
源，梁家傑以07年「民間特首選舉」投票率奇低為
例，質疑反對派今年應否繼續舉行類似的「內部初
選」︰「2007年，當時（『公民起動』議員）何秀蘭舉
行『民間特首公投』，落得慘淡收場，只得1萬票左
右，當時有成個真正特首選舉作背景造勢，都只係吸
引 幾千人出 ，係咪值得再咁做呢？這個需要思
考。」
他又首次披露該黨就特首選委會的立場，稱該黨曾

討論如何將特首選舉與選委會拉上關係，包括以推動
廢除2016年功能界別議席作為參選議題︰「我們可以
在法律界，例如有30席，搵30個人打正廢除法律界功
能界別的旗幟參選，如果這30人高票當選，就可在
2016年廢除法律界（功能界別），其他界別亦可以選擇
如此做」。

民主黨人多傾向去馬
民主黨於昨日舉行政制小組會議，討論是否派員參

與明年特首選舉的問題，由一度堅持反對該黨參與所
謂「小圈子選舉」的劉慧卿主持會議。會後，劉慧卿
指，大部分與會者都傾向參與明年的特首選舉，「寸
土必爭」。被問及是否有需要以初選的形式挑選代表反
對派者，她則認為各反對派政黨需要商討。

馮檢基倡先炒熱議題
正在思考是否參選特首選舉的民協前主席馮檢基則

指，目前毋須討論誰人應否參選的問題，反而應該鼓
勵對香港有願意、有見解的人士「發聲」，推動社會各
界在解決社會矛盾問題的討論氣氛。

傑生倡徵土地閒置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樓價飆

升，令復建居屋成為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共識，立
法會多個黨派亦力促特區政府順應民意。有中學
生認為，除復建居屋外，特區政府應考慮制定公
平的換地政策，並仿效內地向發展商開徵「土地
閒置稅」，以增加土地供應的彈性。
香港傑出學生協會昨日舉辦青年公眾論壇，討

論貧富懸珠、房屋與教育政策等問題。會上，多
名中學生代表均支持特區政府適量復建居屋，及
增建公屋。

復建居屋 緩社會矛盾
中學生代表Carson認為，復建居屋可以為熾熱

的樓市「降一降溫」，減輕夾心階段儲蓄置業的
壓力，更有助解決部分社會矛盾。Kelvin則指，
香港的土地，是港人的公共財政，全港市民應該
有權分享因經濟蓬勃發展而令土地升值所帶來的
收益，故建議當局開徵「土地閒置稅」，規定發
展商在投得土地後，須在指定時間內動土，以增
加「上車盤」在社會上的供應。
據介紹，香港傑出學生協會在4月開始舉辦一

系列「香港青年高峰會2011」論壇，讓來自中四
至中六同學化身不同階層，與特區行政會議召集
人梁振英、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等社會傑出
人士，就教育、房屋及勞工界別熱話舉行講座及
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
懲教署與海皇粥店合辦的「友『懲』
靚粽『皇』」義賣活動正式啟動。懲
教署署長單日堅表示，今年是懲教署
成立90周年，「給他們一個機會」是
今年的重點宣傳主題，而是次義賣活
動所得款項，將全數捐予「在囚人士
教育信託基金」，資助在囚人士求學
及為他們提供教育設施等，並喚起公
眾對在囚人士的關懷，支持他們求學
進修，裝備自已，為重返社區作好準
備。
「友『懲』靚粽『皇』」義賣活動昨
日舉行啟動禮，海皇粥店是次共捐出
2,000隻粽子作義賣，而認購的善長亦
慷慨地將粽子交由在囚人士、更生人
士及由懲教署職員及家屬組成的愛群
義工團送到老人宿舍、特殊學校和獨
居長者家中，讓2,000名不同階層人士
感受社會對他們的關愛。

發揮所長促社區共融
單日堅在啟動禮上表示，公眾的接

納和支持是在囚人士重新融入社會的
重要元素，故懲教署一直積極透過教
育、宣傳和鼓勵大眾參與「助更生」
活動，倡導社會各界接納更生人士，
是次義賣粽子，所有收益將全數捐予
懲教署的「在囚人士教育信託基
金」，而在囚人士也可以透過是次活
動，為社會出一分力，以行動證明他
們改過的決心，希望大家都給機會他
們發揮所長，貢獻社會，一起建造一
個更共融的社區。
海皇粥店執行董事蕭楚基則指，他

所認識的更生人士，大部分都是肯學
肯做，亦見到很多成功重返社會的例
子，他希望大家相信更生人士改過的

決心，給機會他們改過及發揮所長。
在啟動禮上，多名捐贈超過5,000元的善長獲頒

感謝紀念品，同場還有藝人包粽比賽、香港童軍
管弦樂團表演、更生大使陳敬然呼籲、受惠機構
分享、歌手獻唱、歌連臣角懲教所非洲鼓表演及
魔術表演等環節。
出席是次啟動禮的主禮嘉賓，還包括仁濟醫院

顧問局主席唐尤淑圻和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夫人。

曾任特區律政司司長、參與制定23條
立法工作的梁愛詩，昨日出席了由香港
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主辦的《基本法》講
座活動，與青年人分享「《基本法》的原
則與實踐」，並於答問環節中，回應了香
港社會近日關於23條立法的熱話。

保障國家安全 立法理所當然
梁愛詩表示，一般國家都會由中央政

府立法，通過一套保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但在香港《基本法》通過時，考慮
到香港與內地人民習慣了不同水平的自
由權利，遂決定由特區政府自行立法：
「當時好多（港）人好怕如果用內地的刑
法水準，在香港會引起好大爭議，因此
有23條，責成特區自行立法，在考慮本
地實際情況下訂立一套大家都接受的法
律。」

03年胎死腹中 不代表不繼續
她表示，特區政府當年基於不同原

因，令23條未能成功立法，包括03年沙
士襲港，導致經濟深受影響，亦令港人
深感徬徨，加上多個主要政黨最終都不
支持立法，才令23條立法「胎死腹
中」。不過，這「不等同我們不能繼續
做，我們亦有責任去做，正如范太說，
23條非洪水猛獸，如果明白23條，更加
要好好珍惜（香港的自主）立法權
利」。

不過，梁愛詩不同意將香港與澳門就
23條立法的先後作直接比較，強調兩者
情況不同，澳門在立法時是「白紙一
張」，但香港一直有自己的包袱，包括在
為23條立法後如何理順現存的刑事罪行
條例、社團條例及公安條例等複雜問
題。
她建議，香港可考慮透過現行的刑事

罪行條例、社團條例及公安條例分開處
理，如先處理好刑事罪行條例，具體解
釋何謂叛國、顛覆或分裂國家罪行，以
消減香港市民的疑慮，「好多（港）人
當年不明白細節，例如有人在香港宣傳
『台灣獨立』，如只是用說話而沒有行動
或招兵買馬，根據當時的立法建議，就
不算是刑事罪行，而這一點已足見中央
政府以寬鬆態度對待香港23條立法」。

促多宣傳釋疑 時機港府自決
就特區政府未來如何做好立法工作，

梁愛詩認為，民意直接影響立法工作，
故香港社會要多宣傳23條並非中央政府
「箝制」香港市民權利的條文，且特區政
府應汲取昔日立法工作的教訓，尤其香
港社會至今仍對23條有誤解，如昔日就
有天主教徒以為香港通過23條，他們就
會被「逮捕坐監」，故特區政府必須加強
社會討論，才有望做好立法工作，而具
體的立法時間表，就要由特區政府自行
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成立14年來仍未履行為

《基本法》第23條即「國家安全」的立法責任，而隨 全國人大常委

范徐麗泰稱有關的立法問題是新一任特首的一大挑戰，令問題再引起

社會熱議。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原特區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強

調，保護及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本應由中央立法，但在香港《基本

法》通過時，為了照顧香港與內地市民享有不同水平的自由權利，故

才決定由特區自行立法；並認同范太所指，23條並非洪水猛獸，呼籲

港人珍惜權利，盡快立法，但具體何時開展有關工作，

要視乎特區政府政策部門掌握好情況後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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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社會和諧立法時

■梁家傑限令民主黨，最遲8月就是否派員參選特首
表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 梁 美 芬 強
調，大舜的成
立並非衝 任
何組織而來，
只是為了回應
社會需要。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梁愛詩表示，希望港人珍惜權利，盡快就23條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