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局長加薪下月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自

2002年實行政治問責制開始，特區

政府司局長等問責官員薪酬一直無

變，被公私營機構高層大幅拋離。

特區政府接納獨立委員會報告，建

議下屆的問責官員加薪12.4%，追回

過去4年的通脹。立法會政制事務委

員會昨日討論加薪建議，反對派聲

言現屆官員「表現不濟」，故下屆

官員也不值得加薪，甚至「冧友」

回會議室投反對票。委員會最後否

決將項目提交財務委員會審議，但

由於表決結果沒有約束力，當局仍

可將項目直接提交財委會。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會後表示，

會在明年1月將加薪建議提交財委

會，希望議員不會拉布。

反對派在選委會選舉取得300多張選委票，隨即表示將會在特首選舉中進行「策略性投

票」，當中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利用手上的選委票進行「造王」，誘使建制派參選人接納其

政綱及訴求，反對派不必派人參選卻扮演所謂「造王者」的角色；二是當「造王」失敗，反

對派就會全力策動「流選」，破壞特首選舉。投票是選委的權利，但反對派的「造王」卻不

一樣，他們要造的是對抗中央、否定中央路線的「王」，等於是將特首置於中央對立面。至

於「流選」更會嚴重影響香港形象，甚至造成憲制危機，兩者都是香港不可承受之重。「反

造王 反流選」是一場重大政治鬥爭，任何建制派參選人都不應接受反對派的「魔鬼交

易」，愛國愛港選委更應團結一致，粉碎反對派的「造王」、「流選」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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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已就梁頌恆、游蕙禎
於新界東和九龍西兩議席出缺刊憲。
在9月立法會選舉新界西落敗的民協
馮檢基，日前表示正積極考慮參與九
龍西補選。「積極考慮」是政治人物
的語言，事實上馮檢基參選已經是板
上釘釘的事，馮檢基雖然表示民協本
身有初選機制，並且會以民調決定參

選人云云，但誰都知道在立法會選舉全軍覆沒的民
協，蜀中可戰之將無幾，譚國橋屢戰屢敗、中生代青
黃不接、新生代更是揠苗助長，算來算去，民協要重
新變成「一人黨」，尋回生存空間，馮檢基捲土重來

已是最後的選擇。
民協是香港政壇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的政黨，但在

香港政壇，歷史悠久並不代表就能成功，民協在剛過
去的立法會選舉慘淡收場，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原
因：一是排陣過分進取，馮檢基去新界西、名不見經
傳的何啟明選「超區」，白白浪費了大量資源，結果
全敗收場。二是民協在路線上左右不是人，民協一向
走的是「又傾又砌」，較為理性務實的路線，這條路
線固然被一些激進派、「本土派」嘲諷和批評，但看
看民主黨今屆立法會成績，說明這條路線在反對派內
仍然大有市場。可惜的是，民協卻丟棄了自己最大的
優勢，何啟明等新生代竟然蠢得大打「本土牌」，連

馮檢基、譚國僑也要愈走愈激，這就等於「紅面關公
點個白鼻哥」，不倫不類，在選舉上是自殺的行為。
所以，現在馮檢基要參加九西補選，已是背水一
戰、孤注一擲，其首要考慮的不是形象，也不是什麼
政綱，而是路線及定位，要重新走回「又傾又砌」路
線，重回理性溝通之路，不要因為一些激進派的攻
擊，就迷失自我，質疑自己行了幾十年的路，否則馮
檢基的政治生命將正式告終。
回到九西補選，現時除了馮檢基之外，其他反對派
政黨組織也是摩拳擦掌，原因在九龍西隨時有兩個議
席要進行補選，劉小麗的「龜速」宣誓，直指誓詞虛
妄，被司法覆核的成功機會不小，屆時九西便將破天
荒出現兩個議席的補選。兩個議席可以令小黨變中型
黨，更可以讓不同黨派在九西「插旗」，為將來的選
舉打下地樁，自然引來群雄（或群丑）的逐鹿。

除了民協之外，筆者聽聞多個政黨都有意參選，例
如被毛孟靜「用完即棄」的公民黨，有核心成員就表
示既然該黨在九西再無代表，在情在理也應該派人出
選，一為議席，二為報復。至於聲勢江河日下，成為
「一人黨」的工黨，李卓人也不排除轉區出戰，延續
政治生命。還有黃毓民，儘管早前表示無意參選，但
「教主」要轉軚，可以話轉就轉，誰人說得準呢？至
於「本土派」，不能否認，九龍西確實有不少「本土
派」的支持者，否則游蕙禎、劉小麗也不可能在九龍
西雙雙當選。所以，「本土派」也必定會派人「奪」
回議席，不可能平白便宜了其他反對派政黨。
九龍西補選形勢絕對是「七國咁亂」，有人要敗部

復活、有人要渾水摸魚、有人要延續政治生命，有人
卻心有不甘，放不下豐厚薪津，這一場補選，隨時較
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更加激烈。

馮檢基捲土重來 九西補選「七國咁亂」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反造王 反流選」是一場重大政治鬥爭

反對派在選委會選舉中取得四分之一的選委票。雖然
愛國愛港力量依然佔據絕大多數的選委票，但反對派在
明年3月的特首選舉中，卻將扮演「關鍵少數」的角
色。與過去幾屆選委會選舉不同，反對派在今屆選舉中
全力出擊，不但派出大批候選人出選，而且協調所謂
「民主300+」的出選名單。反對派對於今屆選委會的
「高度重視」，不單是簡單的要爭取更多的議席，更是
為了影響特首選舉的走向。

反對派「造王」居心險惡
毋庸諱言，今屆選舉是歷來形勢最複雜、最難掌握的

一屆，尤其是過去幾屆特首選舉都沒有缺席的反對派，

今次竟然表示無意派人參選。如果反對派無意派人參
選，理應沒有意慾去爭奪選委議席，但恰恰相反的是，
反對派既表示不派人出選，但又積極搶攻選委議席，這
個部署明顯不尋常。顯然，反對派是汲取了以往派人出
選，不但輸了票，更輸民望的教訓，於是不再派人參
選，改為扮演「造王者」的角色。
以反對派掌握的得票，遠遠達不到601票的當選門
檻，注定當選無望，但如果將這些選票作為誘餌，誘
使建制派參選人與其合作，成功機會便大大增加。特
首選舉關係全港市民福祉，選委理應依法選出一個愛
國愛港、具高管治能力、有社會認受性、具備駕馭複
雜形勢能力、符合廣大市民利益的特首。然而，反對

派的「造王」，目的卻是利用手上的選委票，迫使建
制派參選人接納其推翻人大「8·31」決定、否定人大
釋法、永遠擱置二十三條立法等不軌要求。簡單而
言，反對派是要參選人接納其挑戰中央路線、對抗中
央的路線，反對派要造的「王」，不是為港人謀福祉
的「王」，而是成為反對派對抗中央的棋子，這是香
港社會絕對不能接受的。
如果反對派圖謀得逞，等於是將香港特首與中央置於

對立面，不但違反基本法，更將動搖「一國兩制」，損
害廣大市民福祉。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這說明特首既要向香港市民負
責，更要向中央政府負責。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更指出：
「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中央人民政府擁有實質的任命權。如果反對
派成功「造王」產生一個對抗中央路線的特首，必定會
引發嚴重的後果。不能排除的是，中央為了維護基本法
和「一國兩制」，為了港人福祉，最終可能拒絕任命新
特首，屆時必將引發嚴重的憲制危機，而後果將是700
多萬市民共同承受。

團結一致粉碎「造王」「流選」圖謀
至於「流選」，則是反對派在最後時刻一拍兩散的手
段，其目的是要破壞特首選舉，令新一屆特區政府難以

如期籌組。特首選舉將於3月進行，倘
若屆時第一輪投票沒有任何一名候選人
取得至少601票，根據《行政長官選舉
條例》，將會於當日下午進行第二輪投
票，除了得票最高及第二高的候選人可
進入下一輪投票外，所有其他候選人會
被淘汰。若第二輪投票結束後仍沒有候
選人能取得超過 600張有效選票，選舉
會被終止。這樣特首選舉便要重新進
行，而距離7月1日特區政府換屆的時間已經相當緊
急，必定對新政府的籌組及組班造成嚴重阻礙。
而且，如果「流選」出現，意味着選舉將要重新洗
牌，屆時香港社會未必再有適合人選參選，更加難以產
生一個合適的特首，對香港和國家都是嚴重的傷害，必
將帶給香港巨大的衝擊和震盪。反對派為了一己政治目
的不惜犧牲港人福祉，令特首選舉變質「爛尾」，居心
險惡，後果嚴重。
也要看到，反對派只有300多張選委票，始終屬於少

數，要單方面成功「造王」和「流選」並不容易，關鍵
是建制派特首參選人絕不能落入其「造王」或「流選」
陷阱，斷絕反對派的妄想。「反造王 反流選」是一場
重大政治鬥爭，愛國愛港選委更要堅定底線，團結一
致，集中票源選出一個符合中央要求、符合港人福祉的
特首，以粉碎反對派的不軌圖謀。

王 國 強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譚志源籲勿拉布

部分公營機構高層
與司局長年薪對比

公營機構高層

港鐵行政總裁 840萬元

金管局總裁 671萬元

證監會行政總裁 658萬元

機管局行政總裁 612萬元

貿發局總裁 602萬元

積金局行政總監 435萬元

旅發局總幹事 390萬元

市建局行政總監 352萬元

司局長

政務司司長 396萬元

財政司司長 383萬元

律政司司長 370萬元

局長 357萬元

註：司局長年薪以現金薪酬計算，積金局行政

總監年薪包括薪金及其他津貼，貿發局總

裁年薪包括薪金及酌情按表現發放的薪

酬，證監會行政總裁及港鐵行政總裁年薪

包括薪金、津貼及實物收益。

資料來源：第五屆香港特區政府政治委任官員薪酬待遇報告

整理：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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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青症雙邪」游蕙禎和梁頌恆「玩
完」，社會上均關注立法會兩席懸空何時補
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回應
傳媒有關提問時表示，根據法例，選舉管理
委員會有法定責任決定何時進行補選，但由

於游梁兩人的司法覆核案件仍未結束，他們仍然可以在下周三之
前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而終審法院是否接納亦是未知之數，故
認為待有一個清晰的終局後再舉行補選，是較穩妥、審慎的做
法，目前未能公佈補選日期。

譚志源：較穩妥做法
譚志源昨日表示︰「法例上當然是選管會的權力去決定補選日

期，但我相信選管會比較穩妥、審慎的做法，是等待司法程序有
一個終局、清晰之後才舉行，這會是一個比較穩妥的做法。故
此，我相信在今日這一刻，實際上仍然未容許選管會公佈一個補
選日期。」
至於另外4名被司法覆核的立法會議員，包括劉小麗、姚松

炎、羅冠聰和梁國雄，若4人最終都被判為喪失議席，當局會否一
併補選？譚志源表示事件現在是言之尚早，政府不能假設這4個案
件的法庭判決。此外，由於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他們亦不方便具
體評論。
不過，譚志源強調，無論如何，選管會都會依照法例辦事，決定
補選日期時都會以最審慎的做法，亦會因應實際因素包括人力、場
地和財政因素等，考慮具體的補選安排包括日期等。 ■記者 甘瑜

�����4BZ�4BZ克勤國勳見局長 商古洞北補償方案

■陳克勤、劉國勳等昨日聯同古洞北村代表約見陳茂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
日有消息指，政府有意透過房協計
劃於粉嶺興建的1,500個可租可買
單位，部分用作安置受古洞北發展
遷拆影響的居民，申請條件將較公
屋寛鬆。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
勤、劉國勳等人昨日聯同古洞北村
代表約見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了解
具體安排。
據局方表示，安置補償方式將實
行雙軌制，合資格居民可繼續透過
資產及入息審查獲安置房委會的公
屋單位，未合房委會標準的則可透
過房協乙類屋邨的資產入息審查準
則申請租住房協轄下的資助出租單
位，沒有物業的相關住戶亦可免資
產審查購買房協轄下的資助出售單
位，並享有最高50萬元特惠折扣優
惠，兩者的標準都較房委會轄下的
公營房屋寬鬆；60歲以上長者亦可

選擇申請入住房協轄下院舍。

民記對安置有新進展表歡迎
民建聯對於發展局終就新界東北

發展計劃補償安置安排有新進展表
示歡迎，希望日後在資產及入息審
查過程能更有彈性處理，讓更多受
影響居民受惠，同時希望局方對安
置上樓的過渡期作妥善安排，如考
慮提供租金津貼，讓相關住戶暫時
租住區內其他單位，或撥出部分興
建中的寶石湖邨單位用作「中轉」
單位。此外，民建聯又要求當局在
以上補償方案有更具體安排公佈
前，首先諮詢村內居民意見。
除居民安置補償問題外，民建聯

又於會面期間反映發展區內農戶面
對的困境。由於現時地政署「凍結
登記」措施只限住戶，農戶並未有
登記安排，現時有不少業主已收回

農地，自行種植其他植物甚至荒廢
農地等候補償。有農戶反映有業主
另找人自稱「農戶」，對於真正的
農戶資格被頂包，以致日後真正的

農戶可能未能享有任何補償，民建
聯認為有關情況不能接受，促請當
局盡快為農戶進行登記，了解農戶
的狀況，保障農戶合理權益。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
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早前發

表報告，建議下屆特區政府的問責官員的現金薪酬增加
12.4%，增幅相等於2012年至2016年期間丙類消費物
價指數（CPI（C））的累積變動，政務司司長月薪由
33萬元加至37萬元，局長月薪由近30萬元加至33.5萬
元，副局長月薪加至21.7萬元至25萬元不等，同時建
議問責官員的現金薪酬應每年跟隨CPI（C）的變動而
調整。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於上月接納報告。

續凍薪 2020年常秘薪酬超局長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加薪建議。譚志源重

申，建議並不涉及現屆官員的薪酬安排，並指政治委任
官員薪酬自2002年後沒有調整，現時於公務員體系內
的常任秘書長薪酬，已經追貼作為上司的局長，估算如
果局長繼續凍薪，到了2020年，常秘薪酬將超越局
長。
雖然譚志源已講明加薪與現屆官員無關，但反對派似
乎未有聽清楚。民主黨林卓廷聲言，問責官員「從不問
責」，多名官員的表現根本應被「炒魷」，加薪建議
「嚴重違背市民看法」，又點名數多名局長的不是，聲
稱他們的月薪只值加薪建議的「尾數」，即3萬多元。
「人民力量」陳志全更質問譚志源，問他可否「面不紅
耳不赤」地說出有哪個官員值得加人工，譚就笑言其副

手陳岳鵬的表現不錯。

黃定光：薪酬低難吸人才
建制派認為加薪合理。民建聯蔣麗芸表示，自己原本
聽到加幅時「嚇到彈起」，覺得「有無搞錯」，但了解
到14年來沒有加薪後，發覺平均每年加幅低於1%，認
為官員薪金跟隨CPI（C）調整的做法合理，希望當局
將加薪原因向市民解釋清楚。民建聯黃定光指出，問責
官員沒有長俸及退休金，而且可能只任一屆，擔心若薪
酬低會難吸引人才。自由黨邵家輝認為，打工仔14年
不加薪是不可接受的。
當委員會要表決是否將項目提交財委會審議時，「專

業議政」莫乃光要求記名表決，響鐘期間大批反對派委
員回會議室投反對票，最後委員會以14票贊成、16票
反對，否決將議案提交財委會。不過翻查立法會秘書處
記錄，委員舉手反對和贊成的人數均為16人，但由於
贊成者同樣不過半數，項目同樣不獲通過。秘書處對點
算失誤致歉，並會汲取經驗，考慮建議事務委員會在可
行情況下，盡量使用電子表決系統記名表決。
譚志源會後表示，當局仍然會在明年1月將加薪建
議提交財委會，希望不會出現拉布的情況。被問到做
法會否不尊重表決結果，他指會在聽取議員意見後，
再檢視提交財委會的文件內容，不排除吸納議員意見
後作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