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雞」昨日帶同其12名「內閣成員」，包
括蔡耀昌和羅健熙等與傳媒見面，解釋其競選
政綱內容，還聲稱自己作為港同盟、民主黨成
員，20多年來與黨共同進退，又稱自從立法會
選舉後，一直都有計劃參加黨內的正、副主
席，中委等選舉，其後黨內再有很多不同的組
合出現，自己亦樂見有此景象。

單仲偕坐定粒六曬「內閣」
被問及胡志偉已報名參選副主席，單雞「內

閣」成員、準備角逐秘書長的張賢登稱，他們
在「組閣前」曾與胡志偉傾談，「我們一直都
是先傾政綱，人選到最後才落實，目前留下來
這12名『內閣』成員，就是支持該政綱，不同
意的就沒有留下來」，又指胡志偉競逐副主
席，形成良性競爭。
單雞則聲言，民主黨內是有路線及手法的問

題，但理念相同，否則就已經離開了，預計任
何人士選上，亦不會影響本身的合作關係。

劉慧卿借囗民主玩「復活」
正當「黃袍加身」的單雞自以為穩登主席寶

座時，在立法會選舉後一直宣稱會「裸退」的

劉慧卿昨日突然報名參選主席，其後更發表
《我為何參選民主黨主席》的公開信，聲言自
己「突然參選」，是因得悉只有一名候選人競
逐民主黨主席的職位，而多名黨友認為主席一
職應該是由有競爭性的選舉產生，並鼓勵她參
選，給予他們一個選擇及體現有良性競爭的黨
內民主選舉。
不過，惡女卿加入戰團卻令黨內一眾均感愕

然，有黨員更形容，「佢（劉慧卿）做（代）
主席做到上癮，唔肯放權。咩 要有競爭選
舉，全部都係假，競爭是應該係由新一代去競
爭，而唔係由千年老人繼續去爭」。

黃胡不爭氣 自己親上馬
有黨員則透露，劉慧卿最初以為會由黃碧雲

做主席，而「一口舊雲」素與她同聲同氣，故她
才不斷指希望「放權」給年輕人，後來「一口舊
雲」的表現差強人意，更成為其他反對派政黨
政團的笑柄而「被放棄」；後傳的主席熱門胡
志偉則全無主見，就算做主席也只能當其「傀
儡」，故惡女卿仍說自己會「退下來」，但到日
前彈出單雞之名，惡女卿就再也「坐不住」：
「單劉兩人在路線上極端不同，劉慧卿又認為

單雞毫無能力，決定由自己來做，就好似慈禧
太后咁。」
就單劉之爭，有民主黨黨員就分折指，該黨

過去一段時間發生重大事件時，單雞都「剛好」
不在香港，令黨員覺得他缺乏承擔，加上單雞
在黨內的人緣不佳，尤其是在港島區，故「支
持力量並不強」；劉慧卿則積極拉攏了柯耀
林、區鎮華等自己人合組「內閣」，有新東支
部支持，令選情變得緊湊。
他續說，向來獲民主黨大佬首肯的人選，都

是在沒有人挑戰的情況下上位，但今次殺出惡
女卿，頓令領導層頭痛，有部分老黨員更不滿
指，現時的「競爭」完全因為當年與前 合
併、「引狼入室」所致，更形容是「被外人食
了個黨」。
除惡女卿外，作為民主黨80後代表人物的南

區區議員區諾軒亦報名參選主席，區諾軒在今
屆立法會選舉與涂謹申及趙家賢以同一名單參
選超級區議會議席而較為人熟悉，因黨內人脈
尚淺，選情不被看好，但參選被視為是新生代
向「千年大佬」示威的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主黨將於周日（13日）選出新一屆領導班子，兩名熱門主席人選黃碧雲

及胡志偉相繼打退堂鼓，被大佬「欽點」的現任副主席單仲偕決定披甲上

陣，並拉攏年輕黨員競逐正、副主席。正當「單雞」以為「坐定粒六」，並於

昨日高調向傳媒介紹其「內閣人選」之際，代主席劉慧卿忽然殺出，「飛的」

到黨總部遞交參選表格，美其名是要「實現有競爭的選舉」，實際是希望延續

其黨主席的「宏圖霸業」。「惡女突襲」，頓令民主黨改選再起風雲，有該黨中人

透露，領導層對劉慧卿所為大感震驚，正為如何解決頭痛不已，但仍希望選舉結

果可在掌控之中，誓不讓「代主席」變「真主席」。

惡女卿當程咬金
搞亂單雞主席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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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名下物業被揭發有僭建物，演變成政

治風波，反對派政黨議員窮追猛打，甚至在立法會提出

對行政長官的不信任動議。不管反對派政黨的目的是為

追求真相，還是借題發揮，但香港社會已因此而被嚴重

撕裂，行政與立法都陷入爭拗的漩渦，根本沒有精力去

發展經濟，建設香港。長此下去，香港的優勢會日漸消

失，勢必淪為中國的二線城市。

借「僭建」撕裂社會 香港發展停頓
最近一年，「僭建」這兩個字成為政界的詛咒。上屆

政府由曾蔭權特首、高官、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

員，相繼被傳媒揭發他們名下的物業有「僭建」問題。

梁振英政府上台後，情況並未改善，香港社會陷入聞

「僭建」而色變的地步。

梁振英早前發表長達十四頁的文件，解釋其山頂大宅

的僭建問題，經屋宇署介入調查後，各個僭建的細節，

基本呈現在公眾的眼前，當然，一些疑問仍有待澄清，

例如梁振英本人原先所指在地下多建了二百平方呎空

間，經調查人員入屋檢定，確定為三百多平方呎；當日

為他進行勘察的專業人士究竟是哪位等，公眾或許仍存

好奇，但若是以事論事、以法論法，都屬於枝節問題，

甚至是茶餘飯後的材料。

事實上，梁振英已以答問會形式向立法會議員解釋有

關「僭建」的問題，希望今次真的能夠來個了斷，然

後，大家能夠放下政治爭拗，好好為香港做點實事。香

港人對於行政與立法連月來的爭拗，已經十分煩厭，就

連為扶助貧困長者的「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幾個月都

無法落實，令貧困長者失去一個月又一個月的特惠津

貼，引用反對派政黨以往批評政府的安老宿位政策一

樣，反對派政黨的「拉布」行徑，不知令多少長者等不

及領取特惠生果金。

這種爭拗不休的局面，已經影響到香港社會的活力和

競爭力。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到有關香港

的章節，就特別提出要「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

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胡主席的「溫馨

提示」，如果仍然未能令香港的掌權人士醒覺，中國城

市競爭力研究會最近公布的城市競爭力排行榜，就更能

說明問題。

香港須團結凝聚 穩中求變
香港雖然仍能保住榜首地位，但整體評分明顯下跌，

而第二位上海及第三位北京的評分則有所上升，與香港

的距離逐漸縮窄；至於反映發展潛力的城市成長競爭力

排行榜，香港僅排第十位，龜兔賽跑式的格局已漸成

形，若情況未能得到改善，香港的領先優勢必將萎縮，

被京滬等城市追趕超越，甚至淪為中國的二線城市，都

只是時間問題。

事實上，上海和北京的經濟總量已經超越香港，香港

目前還能倚憑完善的法治制度，成熟的社會體系，以及

專業的人才隊伍，保持競爭力。不過，香港近年的經濟

增長未如理想，即使

金融業發展依然強

勁，但城市發展不能

依靠單一行業，而香

港土地及房屋供不應

求，導致樓價租金不

斷飆升，大大加重企業經營成本，經已削弱整體競爭

力。

要解決競爭力下降的問題，香港必須團結凝聚，穩中

求變。可惜，社會卻是泛政治化，行政與立法關係繃

緊，無論大事小事，一律被政治操作，即使是利民措

施，亦逃不過政治狙擊。近年兩地居民接觸頻繁，出現

一些摩擦矛盾，都是可以理解，但部分政客及傳媒卻乘

機煽風點火，刻意塑造港人的排拒內地情緒，令小誤會

變成大分歧，為兩地融合帶來不必要的阻礙，窒礙香港

經濟發展。

在競爭白熱化的年代，香港在政治內耗的泥沼中未能

自拔，既無力擺脫產業單一的困境，亦無法為經濟發展

重整步伐，更無法把握內地發展的機遇，長此下去，香

港的優勢不再，被邊緣化將由威脅變成現實。希望有識

之士能認清問題，拋開政治爭拗，為香港重拾競爭力而

攜手合作，建設我們更美好的家園。

梁振英已以答問會形式向立法會議員解釋有關「僭建」的問題，希望今次真的能夠來個了

斷，然後，大家能夠放下政治爭拗，好好為香港做點實事。香港在政治內耗的泥沼中未能自

拔，既無力擺脫產業單一的困境，亦無法為經濟發展重整步伐，更無法把握內地發展的機遇，

長此下去，香港的優勢不再，被邊緣化將由威脅變成現實。希望有識之士能認清問題，拋開政

治爭拗，為香港重拾競爭力而攜手合作，建設我們更美好的家園。

放低政治爭拗 重回發展正軌
陳建強醫生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

黃建彬料扶正掌東區區會

白志健：中央對澳門政策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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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大指控失實 薛鳳旋被撤

哈爾濱在港人眼中，最為熟悉的就是每年的冰雕展，以及
南方所沒有的漫天風雪。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昨日在與
傳媒聚會時透露，自己於去年當上了哈爾濱政協一職，是當
地首名港人政協。他說，哈爾濱正積極發展IT工業，需要這
方面的專業知識與人才等軟件，希望自己在擔任當地政協
後，可以協助香港IT界到內地洽談合作事宜，及發揮自己所
長，為國家服務。

最南端議員當最北端政協
鍾樹根昨日在與傳媒聚會時談到自己當上哈爾濱政協的感受時

笑說，自己是全國最南端的地區議員，當上全國最北地區的政
協，感覺很特別，又笑言自己於去年首次到訪當地時，對當地感
覺很陌生：「當時是1月，也是當地天氣最冷的時候，室外氣溫
是零下30多度，涷到無感覺。」
他又笑言，到哈爾濱參加政協會議，令他發現哈爾濱除了「哈

啤」外，該地生產的白米也十分「靚」，價錢也很貴，由30元人
民幣至100多元人民幣不等，「一些高價米，還被當地人用作送
禮用呢」，而他太太在吃過「哈米」後讚不絕口，「這些都是珍
珠米，比起日本的珍珠米還靚。可能因為哈爾濱地大，1年只收
成1次，使米的營養較集中」，故自己明年1月初再到哈爾濱出席
政協會議時，「一定會買些回港送給外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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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區議會主席鍾樹根今年9月成功「升呢」，循港島區直選當選為
立法會議員。有見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反對派不斷在立法會採用各
種手段阻撓政府施政，令議政工作變得更複雜及繁重，工作量倍增，
鍾樹根決定於月前辭去東區區議會主席的職務，以騰出更多時間處理
立法會事務。今日，東區區議會會改選主席，估計會由副主席黃建彬
「頂上」。

東區區議會主席補選今日舉行，目前的大熱人選為同屬民建聯成員
的副主席黃建彬，雖然有傳已退出自由黨的林翠蓮有意參選，但由於黃建
彬獲得區議會內大部分議員的支持，勝算較高。倘黃建彬當選，則其副主
席職務將於明年3月進行補選。
據悉，工聯會的趙資強，和民建聯的龔 祥都有意競逐副主席，在這情

況下，議會內的5名民主黨及公民黨區議員，就會成為「關鍵少數」，變成
副主席拉票戰中的「搶手貨」。有民主黨區議員表明，不滿建制派「操控」
區議會的增選委員名單，目前都未定投票取向，目前初步傾向支持林翠
蓮，又或投棄權票，並正待公民黨的決定。有地區人士相信，民主黨與公
民黨最終會達成一致的投票意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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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央
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主任白志
健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相信
中央不會調整對澳門的政策。
白志健自2001年7月起，任中央人民

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主任，雖是湖
北武漢人，但曾在廣東湛江生活了20
多年，能說一口流利的粵語。今年中
共「十八大」，白志健並沒列入中央委
員名單，他解釋說，中央委員換屆有
年齡規定，自己已年屆64歲，過了提

名年限，不提名是正常的。被問及他
會否離開澳門的工作崗位時，他哈哈
一笑：「隨時聽候命令。」
被問及中央政府提出加強反腐敗工

作，會否影響澳門的博彩事業發展，
白志健認為，反腐敗和賭場是兩回
事，又指澳門目前面對的主要困難是
經濟結構問題。他建議社會各界共同
探討，找出合適的澳門經濟多元化發
展的道路。

問責班子評分普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

梁振英大宅僭建事件引起社會爭議，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最新
調查結果，指梁振英12月1日至4日期
間最新民望評分，較11月14日至22日
調查下跌3.1分至49.2分，跌穿50分水
平。而梁振英支持率亦下跌兩個百分
點至37%；反對率上升4個百分點至
49%，大致跌回10月下旬水平。
調查在梁振英發表書面聲明回應僭

建事件後、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前進
行，成功訪問1,006名香港巿民。

袁國強升幅最大
調查又發現，今屆政府管治班子成

員評分普遍上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評分較11月1日至8日上次調查上升1
分，至63.2分，支持率不變，為62%；
反對率減3個百分點至9%。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評分上升0.6分，有58.6分，
支持率為56%，反對率為12%。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評分升幅最大，上升1.6分
至53.1分，支持率為32%，較前顯著上
升3個百分點，反對率為11%。
在政策局局長方面，8名局長支持率

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升幅最大的是民
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支持率大幅上
升6個百分點至43%；反對率下跌4個
百分點至20%。緊隨其後的是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和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支持率分別上升5個和
4個百分點，分別有30%和62%。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支持率錄得
較大跌幅，下跌5個百分點，至48%；
但反對率沒有變化，維持6%。發展局
局長陳茂波支持率仍然「包尾」，為
20%，但較前微升1個百分點；反對率
為47%，微增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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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浸會大學當
代中國研究所早前出版的《香港藍皮書》，指
中大通識教育課程受美國基金主導，中大通識
教育部遂向浸大投訴內容失實，浸大在調查後
昨發表報告。報告指，研究所所長薛鳳旋出現
多項學術不當行為，校方決定即時免除其所長
職務，並不會與數月內約滿的薛續約。浸大校
長陳新滋向中大鄭重道歉，重申學術操守和學
術自由是該校的核心價值，定必堅守捍衛。

陳新滋鄭重道歉
當代中國研究所今年6月出版的《香港藍皮

書—香港發展報告(2012)香港回歸15周年專輯》
中稱，中大通識課程「由美國基金贊助、協助

撰寫教材及主導其教學方向」，中大通識教育
部3次要求薛修正陳述不果，故向浸大作正式
投訴。校方於上月委任調查小組跟進。
校方昨公開調查報告，指全港大學在新學制

下均有引進通識課程，這是應教資會的要求開
設並由其撥款資助，課程受大學通識教育委員
會監察審批，「因此不可能受任何單一外界團
體之影響，更遑論該團體能主導其課程設計及
執行」。
報告分析指，《藍皮書》中的「美國基金」，

似乎是指「福布萊特學人通識教育計劃」，但該
計劃是安排「經嚴格且不涉任何美國政府官員
甄選」的美國學者來港，向通識課程提供意見
和舉辦工作坊，但本地大學有權決定是否接納
該學者，其角色僅屬支援而非主導。

著作陳述無根據
調查小組認為，薛未能提供任何證據證明上

述陳述，裁定這番言論「毫無根據」。報告又
指，薛本屬此言論的始作俑者，上述言論首次
出現在去年9月薛的口述文章，當中列明薛是
作者，《藍皮書》英文版亦列明薛為作者。不
過，薛在之後的聲明中稱，「這段陳述並非由
我所寫，而是由研究所職員⋯⋯為另一名客戶

的報告所寫」，把責任推卸予下屬。
報告又指，薛先後3次收到初稿都無修正這

番陳述，雖曾籠統地指示審閱者要「刪除敏感
內容」，卻沒有具體要求刪去或更正有關中大
通識課程的內容，被指「沒有適當修正失實陳
述」，屬學術不當行為。
風波發生後，薛曾強調，內地的出版社對出

版刊物有最終決定權，但原來與出版社的合約
中列明，出版社只能在得到研究所的許可下，
才能更改內容，不存在「出版社有最終決定
權」。

浸大即安排訂正
陳新滋昨日表示接納報告，即時免除薛的研

究所所長職務，並啟動檢討委員會，考慮適當
的紀律行動，但指結果如何都不會與薛續約，
又指薛有關中大的陳述絕無根據也不正確，並
向中大鄭重道歉。目前，該研究所所長由浸大
歷史系教授周佳榮署理，校方將立即安排《藍
皮書》的訂正，並審視研究所及其轄下機構的
運作，包括出書程序和處理方案，希望在短期
內完成改善建議。
中大通識教育部表示歡迎浸大的做法。至截

稿時，本報未聯絡到薛鳳旋本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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