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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章：助港大更上層樓
無懼「狂攻」榮幸獲委任 梁智鴻讚有幹勁有承擔

12月31日(第15/152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月2日

頭獎：—
二獎：$282,810 （6.5注中）
三獎：$19,560 （250.5注中）
多寶：$4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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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消息於昨日凌晨正式公佈，李國章隨後亦發出聲
明表示對委任感到十分榮幸。他大讚港大是一所知

名的優秀學府，多年來培育了大量傑出的畢業生，服務
社會各行各業。聲明又指出，李國章曾擔任多項公職，
服務不同機構，每次均悉力以赴，為有關團體竭盡所
能，是次任港大校委會主席，亦將以同樣態度去履職。
他又表示，上任後會致力守衛港大傳統，更希望憑藉自
己的經驗，協助大學更上層樓，俾師生校友得以母校為
榮。

反對派「傾巢而出」反對任命
不過，李國章向來作風強硬、直言且敢言，是反對派

陣營的「眼中釘」。雖然李國章有曾任教統局局長、中
文大學校長等顯赫履歷，行政長官亦是依從港大條例，
以校監身份委任他為校委會主席，但有關消息一出，反
對派就傾巢而出反對有關任命（見另稿）。
雖然如此，亦有不少「重量級」人士力撐李國章上

任。其中早前卸任有關職位的梁智鴻就表示，自己與李
國章合作多年，大讚他有幹勁、有承擔。他又表示，大
家都是「為港大好」，而世上沒有事情可以被百分百認
同，希望大家能互諒互讓，不論市民或港大的校友、同
事，都能給他機會，看他的表現。梁智鴻期望李國章上
任後，可以和港大師生和洽相處，相信他能帶領港大發
展進步。

馬斐森：緊密合作為大學作建樹
馬斐森及港大中央管理小組昨日早上亦回應表示，高
興得悉政府已公佈校委會主席，期望與李國章緊密合
作，為推進大學的最佳利益作出建樹。他們又指，藉着
校委會的支持，港大定必再闖高峰。

石禮謙：教界經驗認識無人能及
主席懸空期間暫任港大校委會發言人的石禮謙亦表
示，非常支持李國章出任校委會主席，又形容有關委任
是2015年完結前「送給港大最好的禮物」。他讚揚李國
章辦事公正，凡事做到最好，任校長時表現很好，做局
長時亦推出多項改革，在教育界的經驗和認識無人能
及。他又指出，相信李國章作為學者，有能力維護學術
自由及院校自主。一同擔任港大校委期間，他亦看到李
國章從港大角度出發，由心發表意見，認為社會應給予
他機會。
港大校董、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同樣支持李國章上任，
認為他是適合人選。就部分學生和社會人士反對有關任
命，鍾樹根相信李國章有能力化解撕裂和政治化的問
題，提升港大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亞瑟王」李

國章今日正成為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有

關委任昨日起已被以「校友」為名義的政客、

屢次洩密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等「狂

攻」。李國章一如既往無懼批評，昨日發出聲

明表示對委任感到十分榮幸，將悉力以赴、竭

盡所能，致力守衛港大傳統、協助大學更上層

樓。港大校委會前主席梁智鴻讚揚李國章有幹

勁、有承擔，相信他能帶領港大發展進步；港

大校長馬斐森則表示高興得悉政府已公佈校委

會主席，期望與李國章緊密合作。

關注組怕遊行人少搵定「下台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具備豐富教育管

理經驗的李國章今日起出任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
席，受到校長馬斐森及各界社會領袖歡迎。而多番
施壓干預大學自主、又瘋狂攻擊李國章的「港大校
友關注組」等團體，昨則宣稱有關委任違反「主
流」民意，並指會於後天周日（1月3日）遊行表達
不滿，但關注組同時又指遊行只求社會關注，人數
意義不大，說法奇怪。
另外，早前表明會煽動學生罷課的港大學生會會

長馮敬恩昨亦「縮沙」，指目前不計劃發動罷課
「抗爭」。
「港大校友關注組」、教協、學術自由學者聯

盟，昨連同港大教師及職員會代表舉行記者會，聲言
對於李國章獲委任表示「憤怒」，又認為是次委任反

映特首作為大學校監制度的問題。為表達「不滿」，
有關團體聲言將在後天舉辦遊行，藉以向特區政府施
壓修訂《港大條例》特首任校監部分，呼籲港大各持
份者及市民參與。不過，「關注組」副召集人麥東榮
又聲稱，遊行目的是「引起社會關注」，指遊行人數
多寡未必能影響政府，所以意義不大，似是為活動可
能乏人參與預早找「下台階」。

學生會「縮沙」不玩罷課
港大教師及職員會主席張星煒則稱，若學生會發

動罷課，他會支持。不過，早前曾聲言會為校委會
主席委任發動罷課的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昨在電台節
目時則「改口風」，指目前不計劃發動罷課抗爭，
只稱會嘗試在校委會進行「不合作行動」。

■港大校友關注組、港大教師及職員會、學術自由學者聯
盟、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公佈，將在周日舉行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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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昨
日公佈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甄選提名名單，
共接獲14份提名，但外界盛傳參選的人士均
不在名單之列，包括黨內縱橫政壇多年的
「老鬼」包括主席劉慧卿、何俊仁及單仲偕
等「資深元老」均不在名單之內，換言之，
亦意味着他們不參選之餘，並將退下火線
「交棒」予「乳鴿」（少壯派），副主席羅
健熙亦無遞表參與甄選。有該黨資深議員認
為，「承傳交棒」是今時政壇的大格局；該
黨的少壯派則揚言，資深議員退下火線是
「意料中事」，政黨出現新陳代謝亦屬「正
常現象」云。

胡志偉黃碧雲涂謹申求連任
有關甄選提名於昨日截止，民主黨主席兼

新界東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超級」議員何
俊仁及港島區立法會議員單仲偕等黨員，均
無申請參與黨內甄選，亦意味他們有很大機
會放棄角逐立法會；此外，盛傳參選立法會
的副主席羅健熙亦無遞表參與甄選。僅有3
名現任立法會議員尋求連任，包括九龍東的
胡志偉，九龍西的黃碧雲及超級區議會議席
涂謹申。
在甄選名單中，意欲出選超級區議會議席

的，除涂謹申外，現為元朗區區議員的鄺俊
宇亦有意出戰新界西，而中西區區議員許智
峯亦冀角逐此席，他同時亦報名參與港島區
選舉的甄選，同區的名單亦有曾4度參選區
議會均落敗的莊榮輝。
新界方面，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及黨員區

鎮樺和梁詠恩遞表參與新界東的甄選。新界
西則有鄺俊宇及於本屆區議會選舉落敗的尹
兆堅（葵青石蔭區）、陳樹英（屯門兆康選
區）；黃碧雲及袁海文則參與九龍西的甄
選，九龍東為胡志偉。
對於何俊仁、單仲偕及區議員羅健熙、區
諾軒、柴文瀚等均不在甄選提名名單之列，
有民主黨成員對此感到意外，而主席劉慧卿
將於今天召開記者會交代有關決定，該黨稍
後亦會展開黨內甄選，預計四月舉行特別會
員大會作初步推薦。
作為「元老」並負責黨內甄選工作的單仲
偕昨日聲稱，「承傳交棒」是現時政壇的大
格局。他指，民主黨過往皆逐步作出新舊交
替的部署，該黨於每屆的選舉中亦有不同的
資深議員退下火綫。

單仲偕：新面孔有新氣象
對於民主黨在短時間更換大批新血，會否

令整個黨在今次的立法會選舉中流失選票，
單仲偕稱，該黨會努力應付今次的選戰，又
聲言若有新面孔則會有新氣象，甚至可能會
因而吸納新的票源。他亦承認，違法「佔
領」行動雖然對該黨的年輕化有一定影響，
但民主黨現時更關注是誰「接棒」的問題。
有份在甄選名單內的尹兆堅則稱，「交

棒」議題在該黨已討論多時，聲言黨內資
深議員退下火線亦是意料中事，且政黨新
陳代謝亦正常。他又揚言，民主黨在上屆
立會選舉中，於新界西得5萬多票，但因策
略問題導致議席全失，今屆有信心可重奪
議席。
沒有參與甄選但被視為新一代「接班人」

的副主席羅健熙則稱，許多年青黨員參與是
次的甄選，均是民主黨革新、年青化的重要
一步，亦相信民主黨支持者一直希望看到此
現象。
他希望該黨於未來可繼續走好革新路，並

回應年青化、網絡化、本土化的新社會形
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特區政府昨日宣佈多個委員會新
任命，包括委任大律師毛樂禮和
律師錢志庸為獨立監察警方處理
投訴委員會（監警會）新委員；
政府發言人感謝監警會為確保香
港享有一套公平、有效和具透明
度的兩層投訴警察制度所作出的
寶貴貢獻，並相信監警會將繼續
有效地履行其法定職能。同日，
特區政府亦宣佈委任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何俊賢出任香港機場管理
局（機管局）成員。上述任命已
刊載於昨日的政府憲報。

劉文文蘇麗珍再獲委任
特區政府昨日宣佈，行政長官
再度委任劉文文及蘇麗珍為監警
會委員，同時新委任毛樂禮和錢
志庸為監警會新委員，任命由今
日開始，為期兩年。特區政府發
言人表示，當局十分感謝監警會
為確保香港享有一套公平、有效
和具透明度的兩層投訴警察制度
所作出的寶貴貢獻，「我們相信
監警會將繼續有效地履行其法定

職能，並推行一套有效運作的投
訴警察制度。」
目前監警會有28名成員，現任

主席為郭琳廣。發言人續指，監
警會根據《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
訴委員會條例》（第604章）成
立，負責監察和覆檢投訴警隊成
員個案的調查工作；條例並對監
警會的職能和權力及兩層投訴警
察制度賦予法律基礎，「警方必
須根據條例履行其法定責任，遵
從監警會提出的要求。」
同日，特區政府宣佈機管局成員

任命，包括委任何俊賢由今日起出
任機管局新成員，為期兩年；同時
再度委任馮婉眉為機管局成員，任
期由明年6月1日起生效，為期一
年。

陳鑑林何俊仁離任機管局
此外，現任機管局成員陳鑑林及

何俊仁將於今日離任機管局。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衷心感謝
陳鑑林及何俊仁，在擔任機管局成
員期間，對機管局的工作貢獻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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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先看表現再下判斷 勿亂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李國章上任港大校委會

主席，學生之間的反應有認同也有反對。有人認為，有
關委任有其道理，應先看李國章做主席的表現再作判
斷，而非急於反對；也有學生坦言自己對事件冷感，沒
有評論；也有學生不認同任命，認為李國章有太大爭
議。
港大中醫藥學院學生胡同學表示，相信有關任命有

其道理，現時大家掌握的訊息不全面，妄下判斷去批

評未必適合，可再作觀察。孔同學亦認為應先看李國
章做主席的表現再作判斷，而非急於反對。
不過，也有學生坦言對事件態度冷感。來自台灣的

張同學就表示，自己之前很關注校委會的事情，但由
於陳文敏升職被否決一事好像一直也沒說清楚利弊，
自己也漸漸變得冷感，現對李國章上任沒有什麼意
見。至於李國章是否「壞人」，他則認為只是立場問
題而已。

冀貫徹港大各方面傳統
港大教育學院學生吳同學則表示，自己最關注是
李國章有太大爭議，校內師生有不認同他的聲音，
認為有關任命會令一直不支持李國章的師生感到無
力。他坦言自己無法判斷李國章是否適合人選，認
為若李國章上任是塵埃落定，希望他可貫徹港大各
方面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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