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首次在立法會
選舉打對台的民主黨與由民主黨退黨成員組成
的新民主同盟，昨日在新界東「冤家路窄」，同
場同時舉行造勢大會，兩陣營隔空開火。新民
盟成員范國威不點名揶揄，新民盟一直反對
「大佬文化」，「打對台是必不可少的」。民主黨
黃成智稱，新民盟有意與反對派劃清界線，但
卻標榜是反對派人士，期望他們重新定位，否
則日後大家「很難合作」。
2010年底，民主黨內28名被視為新界東支部

核心的「少壯派」黨員，包括7名區議員因不滿
該黨「大佬文化」「另起爐灶」，集體退黨成立

新民盟，首次以該名義組隊，參加今年立法會
新界東直選，與民主黨在區內三張參選名單直
接交鋒。
昨日上午，新民盟與民主黨報名前同時在沙

田政府合署門外造勢，但新民盟老早已到場霸
位，令各現身為黃成智撐場的民主黨「大佬」無
奈靠邊站，全程黑面無癮。

黃成智攝位 范國威嘲諷
黃成智眼見風頭被蓋，主動走到新民盟團

隊，稱「你 上去報名啊」，乘機帶隊「攝
位」，站在新民盟已「霸佔」的政府合署正門。范
國威即時向團隊成員笑言，「大家要先禮後兵」，
並帶隊走到民主黨團隊握手示好，但發言時不點
名揶揄民主黨，指新民盟最反對「大佬文化」。
黃成智還擊稱，新民盟標榜屬反對派，會令

市民感到反對派不團結，並威脅指擔心新民盟
即使當選也要孤軍作戰，「我們不會與其他政
黨協商參選，但『泛民』目標應是提升議會民
主力量，各政黨以禮相待，發揮團結力量；但
新民盟似乎想劃清界線，希望他們懸崖勒馬」。
已報名參選新界東地區直選的尚有工聯會葉

偉明團隊；自由黨田北俊團隊；民主黨蔡耀昌
團隊；工黨張超雄團隊；「人民力量」陳志全
團隊。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祖）平機會
主席林煥光接
受特首梁振英
任命，出任行
政會議召集
人，引起部分
民間團體擔心
「身兼兩職」
的問題。林煥

光昨日與多個民間人權團體會面，解釋
「身兼雙職」的做法，並聆聽意見。他在
會後重申，自己的決定平衡多方面考
慮，「中間落墨」相信這是最恰當做
法。他又提到已向特區政府表明，希望

當局沿用公開招聘方式聘請「接班人」。
林煥光昨日與融樂會、香港人權監察

等民間團體會面，解釋決定兼任平機會
主席和行會召集人兩職至明年1月與平
機會約滿為止一事。他在會後表示，已
平衡行會、平機會，以及民間反對聲
音：「我一方面照顧到行會工作不至受
突然辭退打擊，亦照顧到平機會工作，
讓政府有時間透過公開招聘程序聘請新
主席後才離開，減輕平機會工作衝擊，
也尊重反對兼任的團體意見」。
他指擔心倘若貿然、立即離開平機

會，會對平機會工作造成很大障礙和打
擊，更不希望平機會「走回頭路」，回
復由特首委任主席的做法。他已向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反映指，希望特區政

府沿用公開招聘方式遴選下任平機會主
席。而公開招聘、遴選過程恰巧一般需
時6個月，故決定約滿時離任：「我明
白中間落墨時，幾方面會繼續批評你，
但我的確覺得中間落墨式決定很可能是
最恰當的」。

續聽民間意見推平機政策
林煥光又強調，未來6個月兼任期

內，會繼續做好平機會主席工作，積極
推廣平等機會價值觀，處理個案時亦會
做好把關，日後在行政會議亦樂意繼續
和民間團體保持定期聯繫，聆聽平等機
會在人權方面的意見，更會在其他崗位
推動立法保障權益工作。
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在會後

稱，對方會面時承諾會在適當時候向政
府表明，不應該安排政府人員兼任平等
機會、人權組織。

出席新總會慶暨就職禮
出席是次晚會的包括新界總商會會長

張德熙、主席王振聲，外交部駐港副特
派員李元明，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陳
卓，多名政府官員、人大、政協及各界
嘉賓。
梁振英昨晚致辭時指，新界總商會創

立53年後的今日，香港經濟環境和經濟
發展趨勢都起了變化，新界已不是香港
偏遠地方，而是珠江三角洲其中一個中
心點。
第四屆特區政府主張必須用新思維，

用與時並進的態度看新界發展。他強
調，特區政府要適度有為，支援香港工
商百業發展，做到百業興旺：「我們十
分重視新界在未來整個珠三角地區發展

過程當中可以起的作用和機遇，當然我
們都要知道有一些問題我們需要共同解
決的」。

堅持做實事 不隨意派糖
他又指，早前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

向全香港社會宣布的一系列五個政策和
措施都不是權宜之計，亦不是隨意「派
糖」，而是他在參選、競選過程中，在
社會上接觸各地區、各階層和各行業朋
友後得到的意見，通過做一個政綱的諮
詢稿，再在社會諮詢後得來的結果。特
區政府會堅持做一個做實事的政府，堅
持繼續研究政策綱領和主張：「成熟一
項，我們會推出一項，當中有不少是與
香港經濟，尤其是工商業發展有關的，
亦是與新界發展有關的」。

晤鄉局代表商本土經濟
昨日下午，鄉議局20多名代表，包括

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十八鄉鄉委會主
席梁福元及屯門鄉委會主席何君堯等，
與梁振英會面約1小時，10多名代表在
會上發言，會面氣氛良好。據引述指，
梁振英在會上談及如何用好新界機遇，
強調新界土地多與內地接壤，正好把握
香港與內地加強經濟合作的機遇，善用
新界土地，發展本土經濟，吸引更多旅
客，同時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林偉強在會後表示，雙方在會上主要

談及新班子如何與新界建立良好關係，
加強合作，善用新界土地資源、製造商
機等。
林偉強又指，雙方都有誠意建立更好

關係，鄉議局短期內會再與政府會面，
並有信心鄉議局和梁振英政府關係會較
以往好。

林偉強冀理性處理僭建
鄉議局代表在會上亦有談到新界僭建

問題，林偉強說，僭建是全港問題，
「全港700萬人都會不知不覺地涉及
到」，但目前香港沒有既定方案處理僭
建問題，希望政府能理性處理，透過
和鄉議局委員會繼續磋商，找出雙贏
方案，不要影響居民。林偉強又期
望，政府成立小組委員會，專責跟進新
界僭建問題。另會上並沒有討論過「中
止丁權」一事，但林偉強相信，梁振英
暫無意修改《基本法》第四十條取消丁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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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新界發展須與時並進
重視新界在珠三角發展作用 政府高角度新思維看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工業總會

昨日邀請特首梁振英出席於工總總部舉行的交流

會，就推動香港經濟和產業多元化發展交流意

見。梁振英在會上強調，經濟持續發展是香港繁

榮基石，承諾在「適度有為」基礎上制訂政策，

推動和扶持支柱產業和有增長潛力的新產業如環

保工業等方面的發展，也認同香港可發展為國際

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的建議。

鍾志平支持設工商產業局
梁振英講述經濟發展藍圖和工業政策，工總主

席鍾志平表示，歡迎梁振英在競選政綱中提出經

濟要多元化發展、表明要「促進工業發展 科技創

新互動共贏」，以及建議重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為工商及產業局，與科技及通訊局等。

實現宏圖須時間與空間
鍾志平強調，工總致力提倡香港產業結構更多元化，亦

要積極發展創新科技和創意產業等新興行業，推動香港經

濟朝高增值、知識型方向發展，並相信香港有眾多強項，

具備優越條件實現行政長官政綱所描繪的經濟擴展藍圖。

倘若有足夠時間和空間予政府實現行政長官的計劃，香港

經濟定可大步前行，為年輕一代提供更好職業前景，故工

總贊同梁振英提出重組政府總部架構的建議。

梁振英在會上聽取工總會員推動香港工業升級轉型及經

濟持續發展的意見。據了解，會上20多名工總成員就香港

經濟轉型、扶助中小企等提意見。工總會後向行政長官呈

交意見書，就工總對香港工業政策理念與主張表達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立法
會黨團昨日舉行記者會，稱自新政府上任後至
今，只有4名司局長與該黨立法會議員曾見面，
「雙方關係較過去都要差」。

抱怨僅4司局長曾會見
民主黨立法會黨團昨日舉行記者會，匯報該

黨上個立法年度及總結過去一屆任期工作，該
黨黨團召集人李華明稱，特區政府過去幾年，
尤其是前任特首曾蔭權刻意疏遠民主黨，雙方
只在一年一度施政報告諮詢期間有會面機會。
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更抱怨稱，自新政府上任

後，僅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以及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與民主黨議員
曾見面。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只個別會見該黨教育界代

表張文光：「你這麼多時間落區，為甚麼不找
時間見立法會議員呢？」
被問及在剛過去立法會期間，該黨與其他反

對派政黨及政團合作是否較以往困難時，李華
明稱，該黨每星期五都有代表出席反對派「飯
盒會」，與其他仍有參加「飯盒會」的反對派政
黨溝通緊密，主要就立法會審議中的法例投票
取向交換意見。

民主黨指與新政府關係較差

■黃成智批評新民盟想

劃清界線。 張偉民攝

■范國威要與民主黨

鬥到底。 張偉民攝

■梁振英昨晚出席新界總商會創會53周年暨第9屆會董就職典禮聯歡宴會。他致辭時指，香港必須轉變思維，用較高高度看日後

新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工總向梁振英遞交該會在經濟發展及支援中小

企等方面的會員意見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最
新民意調查顯示，受訪市民對行政長官梁振英解決民生問題的信心，較上
月調查上升4.4個百分點，對梁振英推動香港民主發展信心亦上升5.4個百
分點。

對港前景感樂觀者增
無 電視7月16日至18日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訪問526名18歲或

以上市民，以0分代表非常不信任，100分代表非常信任，發現受訪者對梁

振英最新信任度為5.39分，與6月調查比較輕微上升0.1分。被問及梁振英
上任後對香港前景觀感，25%受訪者感到憂慮，較6月調查升4.9個百分
點；29.1%受訪者對香港前景感到「非常樂觀」及「幾樂觀」，上升1.9個
百分點。
調查又發現，30%受訪者對梁振英能解決香港民生問題感到「非常有信

心」及「幾有信心」，較早前上升4.4個分點，沒有信心者佔23.5%，增加5.8
個百分點，信心一般有44.1%，減少9.4個百分點。推動香港民主發展方面，
有信心者佔15.3%，上升5.4個百分點，無信心者有31%，與6月調查相若。

較多人信CY會回應訴求
36.3%受訪者對梁振英多次落區後會回應市民訴求感到有信心；無信心

者佔24%。另46.9%受訪市民不滿梁振英對僭建事件的解釋，滿意者有
17%。
對於新政府管治團隊7月上任，調查亦問及受訪者對新班子評分，以0分

代表「非常唔合適」，100分代表「非常合適」，發現新班子獲得平均分為
51分。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蘇鑰機指，調查時間碰巧是梁振英在立法會宣

布80億元紓困措施，成功抵銷受僭建負面新聞的影響，反映傳媒與市民想

法出現落差，「梁振英近一個月在傳媒形象較負面，但市民可能未必完全

認同或受影響」。 他續說，市民觀察新政府團隊1個月後，印象開始清

楚，但無可避免仍有分歧，整體而言，中間聲音最多。被問到為何市民對

梁振英推動民主民生信心轉趨樂觀，蘇鑰機坦言，這結果「好難解釋」，

或有可能受「無新聞就是好新聞」帶動。他又稱梁在這方面分數原來就

低，故反彈相對容易。

梁振英民望輕微上升
蘇鑰機：市民與傳媒想法有落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界幅員廣闊，

被視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

其中一個重心地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昨晚出席新界

總商會創會53周年暨第9

屆會董就職典禮聯歡宴

會，他致辭時指，新界地

理環境沒有變，但珠江三

角洲高速發展，今日新界

已經不是香港偏遠地方，

是珠江三角洲其中一個中

心點，香港必須轉變思

維，用另一個角度，用較

高的高度看日後新界發

展。

林鄭：循序漸進推國民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教育

局計劃今年9月試行的「國民教育及德
育科」引起社會熱烈討論，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強調，「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獨立成科已醞釀多年，當局無意一推出
即強制推行，而是希望以務實方式循序
漸進，在未來3年推行。
她指政府深信不論校長或前線教師，

均會以公正持平的態度處理，培養獨立
思考能力，不存在所謂「洗腦」的問
題。她承諾教育局會繼續加強與教育界
及學校的溝通。
林鄭月娥昨日主動回應各界對「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的關注，她指把「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變成獨立科目已醞釀多

年，當局亦非要求新學年在所有學校強
制推行，「從來講法都是經過多年醞
釀。今年4月教育局發出課程指引後，
讓學校以務實、循序漸進方法在未來3
年推行」。
她強調，政府深信無論是校長或是科

目教師，製作教材時均會公正、持平，
亦深信教育界朋友會教導獨立思考能
力，完全不存在所謂「洗腦」的問題。
不過社會有聲音關注這問題，她已要求
教育局未來與教育界和學校保持溝通，
有需要時會進一步加強溝通。

吳克儉訪京發稿溝通有誤會
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日前訪京拜會國

家教育部袁貴仁，政府被指未有按慣例
公布，遭質疑有所隱瞞，林鄭月娥澄
清，吳克儉並非「秘密訪問」，而是較
早前已約好的一次禮節性官方訪問。
她承認，特區政府一貫做法，無論司

長或局長官式外訪，包括禮節性訪問，
均會公布並發出新聞稿。而是次政府未
有就吳克儉訪京發出新聞稿，是內部溝
通有誤會，混淆司局長離港不超過24小
時則毋須署任並透過新聞稿公布署任的
安排，以及發放外訪新聞稿的安排。
「我可以再次重申，特區政府一向原則
是會就司長、局長官式外訪作公布，這
個大家、傳媒朋友可放心」。

林煥光：倡公開招聘「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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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煥光希望當局沿用

公開招聘方式聘請「接

班人」。 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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