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迪調低法國興業銀行和法國農

業信貸銀行評級，巴黎銀行計劃

出售資產。歐債危機加深，歐盟

主席巴羅佐表示會提議推出泛歐

債券。 詳刊A5

要
聞

法興法農降級
倡推泛歐債救亡

港股昨表現如過山車，先高開

180點後急插逾400點，午後「V

形」反彈，倒升近15點收市，令

萬九關失而復得。

詳刊A6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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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V形反彈
萬九失而復得

溫家寶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就

中國政改提出「堅持依法治國、

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司法公

正、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堅決反

對腐敗」五點看法。 詳刊A8

中
國

溫家寶談政改
推動民主反腐敗

正在美國訪問的民進黨主席蔡英

文，藉機推銷「台灣共識」，聲稱

兩岸關係必須在台灣人民有共識

後，以此作為基礎，再和大陸談

判。 詳刊A10

台
灣

蔡英文在美
推銷「台灣共識」

來往香港及澳門噴射船、近日在

多個「團購網」熱售船票的巨龍

船務宣布，今天起終止營運。業

界估計事件影響數以千計已購該

公司船票的乘客。 詳刊A16

港
聞
「團購網」熱售
巨龍船務突結業

受英國要求銀行須將零售及投資

銀行分隔影響，市場猜測匯控可

趁勢將總部遷回本港。特首曾蔭

權表示，歡迎匯控及渣打把總部

遷往香港。 詳刊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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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控渣打總部
特首歡迎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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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制分階段取消 餘下68席選後諮詢
2011年9月15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在新一屆區議會選舉

提名期開始前夕，特區政府

正式宣布分階段取消區議會

委任制：新一屆區議會委任

議席會由目前的102個，減少

1/3至68個，當局並會於今屆

區議會選舉結束後，就今後

如何處理餘下的68個委任議

席進行公眾諮詢，目前考慮

的方案包括一次過，和分一

屆或分兩屆取消，即全數委

任議席最快於2016年、最遲

2020年全部取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昨日宴請18區區議會主席和副主席，並交代區議會
委任制度的問題。

民選區議員角色變關鍵
林瑞麟在會上表示，隨 去年立法會通過2012政改方案，及於今年3月制訂落實政

改方案的本地法例，於來屆區議會選舉中當選的民選區議員，將在香港選舉制度中扮
演關鍵的角色，包括參與今年12月舉行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和在隨後舉行的
行政長官選舉中投票，更可透過新增的5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晉身第5屆立法會，
大幅提升了民選區議員於這些具有憲制地位的選舉中的參與。
因此，香港市民普遍希望區議會的代表性及選舉成分有所增

加。為回應市民的訴求，在連續3屆的區議會選舉，特區政府已因
應人口的增長，於2003年將區會直選議席由390席增至400席，2007
年再增加至405席；而在來屆的區議會選舉，直選議席將會進一
步增至412席。
林瑞麟強調，特區政府循序漸進邁向民主的決心明確，減少區

議會委任議席是表示承擔的重要一步，在考慮社會各方的意見
後，當局決定經過一個過渡期，分階段取消委任制度，而作為開
始，政府準備在2012年第4屆區議會將委任議員人數由102人減至68人，
而根據《區議會條例》的規定，行政長官毋須全數委任102名委任議員，故可先
將委任議員的數目減1/3。

今屆政府明確相關安排
有關餘下的委任議席，他表示，特區政府會在今年11月區議會選舉後，再就今後

如何處理委任制問題公開討論，包括過渡期應有多長，及如何處理相關的法律規定
等。就此，特區政府會持開放態度，歡迎不同黨派及公眾人士就此向當局提出意
見，並強調當局會在今屆特區政府的任期內，盡量明確所有取消委任制的安排。
被問及當局會以甚麼準則去取消委任議席，例如會否「勸退」已經在任兩屆或更

長時間的委任議員，或是按各區議席比例削減時，林瑞麟表示，新一屆區議會68名
委任議員的人選，是由民政事務局向特首提交的，相信部門在決定人選時會考慮有
關人選對社區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委任
區議員在地區貢獻良多，不過，為令香
港進一步民主化，多名委任議員均願意
「犧牲自己」，支持特區政府分階段取消
委任議席。

丁毓珠贊成分階段取消
委任區議員、東區區議會主席丁毓珠

贊成當局分階段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
認為特區政府是次決定正確，做到循序
漸進。
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梁偉權指，當局

的決定對香港的政制發展而言是一種進
步，個人並不反對，又指政府今次宣布
減少1/3委任議席是預期之內的數字。
沙田區議會委任議員、立法會議員林

大輝支持政府循序漸進分階段地減少委
任區議會議席，認為這樣既不會一刀切
否定委任議員在地區上的努力及表現，
並可減少對議會工作的衝擊，而餘下68
個委任制議席何時取消，則可以留待公
眾繼續討論。
委任區議員、屯門區議會副主席劉展鵬

則認為，政府應視乎各個地區的行政情
況，考慮每個區需要甚麼類型的專業人
才，去決定現屆區議會委任議員的去留。
就減少委任議員會否影響社區事務運

作，荃灣區議會主席周厚澄認為，社區
內有很多工作崗位，原來的委任議員可
以在卸任後透過這些位置繼續服務社
區，故減少委任議席不會對社區事務有
太大的影響。

責任編輯：姚逸民
版面設計：周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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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委任議席
來屆 三分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委
任區議員多年來在地區行政方面對香
港貢獻良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表示，委任區議員對地區有貢
獻，也參與了很多社區事務，和民選
區議員及當然委員有很好的合作，倘
一次過取消所有委任議席會影響社區
運作，故以設過渡期的方式取消委任
制，是合適的做法。

會議出席率9成以上
林瑞麟表示，委任區議員包括了不

同界別的人士，有專業界別、社會服
務界別、管理人員及其他人士，他們
在社區中用心服務，在區議會會議的
出席率往往高達9成以上，對社區的
工作有顯著的貢獻。為免影響區議會
的運作，故分階段取消是合適的安
排。
另外，他又借機會大讚與會的區議

會主席及副主席，以及其他區議員，
指他們在本屆任期內，在18區的服
務和資源都有所提升，並在確立普選
時間表、大幅增加2012年立法會選
舉的民主成份的進程上，為香港社會
作出了很大的承擔，並衷心感謝區議
會主席和副主席為各社區，及為香港
社會所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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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率先於明年
新屆區議會取消委
任議席至68人，並
會最遲在2020年全
面取消委任制。立
法會多個政黨支持
分階段逐步取消區
議會委任議席，認
為做法有助社會適
應，強調社會不能
否定委任議員在區
議會的貢獻，有學

者預料，逐步取消區議員委任制，對各個政黨在新一屆區議
會的勢力分布影響不大。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區議會委任議席的作用，是網羅社

會精英，讓未有打算參選但好想服務社區的有能者，委任他
們有利社區發展，故認為當局分階段逐步取消區議會委任議
席的做法恰當，「做事是應該循序漸進，我們亦不能否定委
任議員貢獻，過去在區議會發揮不錯，但明白到委任制遲早
完成歷史任務，逐步取消比較適合」，並相信取消委任制對
民建聯影響不大。

葉國謙：贏支持靠實績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區議會界別議員葉國謙亦指，

民建聯主要靠地區工作實績爭取巿民支持，黨內目前只有十

多名區議會委任議員，故減少委任議員議席對民建聯影響不
大。
身兼中西區區議員的葉國謙表明，民建聯對取消委任議席

的看法是要逐步進行，不贊成一次過取消，在政府提供的
2016和2020兩個選擇，都能做到循序漸進，而他們較為偏好
後者。
被問到政府應如何削減委任議席，葉國謙提醒當局，委任

議員對區內民生的貢獻很大，政府要仔細考慮和取捨，又建
議政府可以按比例減少各區委任議席數量。

反對派要求一次過取消
不過，多個反對派政黨，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及民協，就

要求政府一次過取消區議會委任制，質疑政府取消決心。
不過，就有其他反對派陣營中人聲稱，當局未有一次過取

消所有委任議席，是「違背了要求民主黨支持通過政改方案
的承諾」，或會影響對方的選情，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稱，該
黨去年與特區政府討論政改方案期間，只 重立法會及行政
長官的選舉辦法，並無討論區議會委任制。

李彭廣：勢力分布影響微
有人估計特區政府逐步取消區議會委任制，會影響各政黨

的選情，香港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認為，逐
步取消委任區議員，對各個政黨在新一屆區議會的勢力分布
影響不大，「18個區議會來說，每個區可能減少2個位，目
前的減幅仍然未會為黨派勢力分布帶來根本性轉變」，又強
調即使全面取消委任議席，為各黨派帶來影響的關鍵，仍然
是選民對區議會的職能有多重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等主要政黨及政團已公布
了今屆區選的參選名單。工聯會
會長鄭耀棠表示，該會將派出48
人參選，並會在數天後的誓師儀
式中有詳盡參選名單。

凸顯年輕文化知識形象
鄭耀棠昨日被問及工聯會的選

舉部署時表示，他們派出的48人，會以凸顯年輕及文化知
識形象為主，並指會內有部分年紀稍大者都因年齡問題不
再參選，讓年輕人上位，故是次參選陣容完全符合工聯會
主張。被問及勝算時，他則笑言：「48人 到超過24個
（議席）已叫成功。」

專業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與傳媒茶敘時則

指，她會參與黃埔東選區選舉，但表明不會以任何團體身
份參與，只會以個人名義參與，希望凸顯作為專業人士的
獨立性，專注地區工作，並強調說，她參選是為了實實在
在地服務社區，並非為了明年的立會「超級區議員」議
席，又批評有個別政黨以「超級區議員」為目的，會將區
議會選舉過份政治化，忽略地區工作的重要。

梁美芬黃埔東獨立參選
她舉例說，爭取多年的紅磡至尖沙咀段海濱長廊於9月初

開通，證明了地區工作實事求是的重要，而非以「跳海、
衝擊」去將小事化大，皆因居民只希望快快樂樂，而非政
治化的口號或行動。
專業會議成員、工程議員何鍾泰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說，

業界有人會參與區選，但未知會否以工程界社促會名義參
選。

工聯會派48少壯參選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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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耀棠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攝

■葉國謙表示，減少區議會委任議席
對民建聯影響不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支持民主 委任議員願「犧牲」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新一屆
區議會選舉提名期今
日正式開始，新民黨
宣布會派出10名成員
參選，包括會考10優
狀元、十大傑青及退
休警員和公務員等，
並會以「新民黨，新
方向」為競選口號。
該黨主席葉劉淑儀

表示，市民對社會上
部分人的激進行為越
來越不滿，新民黨會
以理性務實的作風，
希望讓選民有「多一個選擇」。
新民黨昨舉行區議會選舉誓師大會並

宣布首階段的10人參選名單。
葉劉特別提到，九龍東有很多公務員

和紀律部隊成員居住，是他們的重要選
區，而前消防處救護員會主席屈奇安和
前警務督察協會主席廖潔明將分別出選
翠翔區和新蒲崗區。
兩人希望將公務員和紀律部隊有效率

的處事作風帶進地區議會。廖潔明補充
說，香港公務員過去一直以政治中立為

目標，但執行出來卻變成政治冷感，希
望透過是次參選，能夠將這種風氣「撥
亂反正」。
盛傳會出選荃灣愉景新城選區的新民

黨副主席田北辰，並不在是次公布的10
人名單內，田北辰回應說，自己仍需做
一些長遠考慮，如考慮要在自己的公司
中找接班人，也要考慮個人的時間分
配，還有政治生涯等，故還未決定。除
他之外，新民黨有可能會再多派1名成員
參加區選。

新民黨出10將 田二少仍猶豫

■新民黨宣布派10人參選區議會選舉，用「新民黨，新方向」
作競選口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