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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籲市民 挺林太共建港
會面商做好交接 本屆政府餘下要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當選人林鄭月娥前日以

777票高票當選，她在當選後第二天便到行政長官辦公室，與行

政長官梁振英會面半小時，兩人其後會見傳媒。梁振英表示，本

屆政府餘下任期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要確保做好與下屆政府

的交接安排，強調他和他的團隊會給予候任特首最大的支持。他

並呼籲，全港市民全力支持新一任特首和新一屆特區政府，把握

機遇，為了建設更美好的香港，大家共同努力。

林鄭月娥昨日馬
不停蹄會見不同機
構，早上與特首梁
振英會面後，禮節
性拜會終審法院，
由於首席法官馬道
立正休假，故由署
任首席法官鄧國楨
接待，二人會面約

15分鐘。林鄭月娥向鄧
國楨表示，司法獨立和法
治是香港核心價值，她會
堅定守護。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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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林鄭月娥日前勝出選舉，
將成為香港第一位女特首，亦
令接任特首副官人選的性別成
為討論熱點之一。
警隊facebook專頁「香港警

察」日前就發了一篇帖文講及
有關女副官的歷史。
帖文指︰「今日嘅特首，或者
當年嘅港督，都會有一名警司階
級人員充當其副官，及數名總督

察階級人員為榮譽副官。而第一
位女性嘅港督榮譽副官就是退休
總警司林曼茜。」警隊fb小編指
第一個女特首人選已經誕生，未
來副官是男或女自己都好有興趣
想知。
帖文發表後旋即吸引不少網

民讚好及分享，亦有人留言支
持。「Yim Wingching」指，
「支持香港警察，支持親民的
女特首。」

副官性別引熱議

梁振英會後會見傳媒時，再次祝賀
林鄭月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選舉中順利當選。他說：「昨
（前）日那場選舉嚴格按照我們的基
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和香港選舉法舉行，林太的順利當選
再一次說明『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香
港的落實。」

梁指選舉順利舉行
他並指，本屆政府餘下任期的其中
一項重要工作，是要確保做好與下屆
政府的交接安排，故此昨天一早便與
林太見面，商量交接的計劃。他表
示，「為了支援候任行政長官在未來
3個月籌備新政府的工作，我們已經
設立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候任辦今
（昨）天正式全面運作。在往後幾個
月，我和我的團隊會給予候任行政長
官最大的支持，也會與候任行政長官
辦公室保持緊密聯繫，做好各項交接
工作。」
梁振英又強調，根據香港基本法，
特首不僅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
亦同時是整個特別行政區的首長，責
任重大。他呼籲，全港市民全力支持
新一任特首和新一屆特區政府，把握
機遇，為了建設更美好的香港，大家
共同努力。
林鄭月娥感謝公務員同事做了很多
工作，讓行政長官選舉得以順利完
成，認為這一種高效和專業的精神都
反映在候任特首辦公室。對於這一支
優秀的公務員隊伍，她表示會一如既
往充滿信心，亦希望在未來5年與他

們緊密合作，按照她的政綱所提出的
各方面工作為香港市民服務。
她透露，昨早向特首梁振英介紹了

她在政綱裡面提出的多方面工作，強
調首要任務是團結社會和改善行政立
法關係，所以希望在未來3個多月能夠
為下一屆特區政府推行這些工作做好
準備，特首亦對此給予非常正面積極
的支持。

共同籌備回歸20周年慶典
她又指，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所以在交接工作中亦包括與現屆
政府一起做好回歸20周年慶祝工作。
另外，林鄭月娥在總結昨日落區

行程時補充，如果要解開社會鬱
結、減少社會分裂，並非要「鬥大
聲」、「鬥立場」，如有不同意見
可以透過會議或傳媒去辯論、分
析，強調日後的施政會做到以理服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事務處昨日
發聲明表示，存放於「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後備
場地亞洲國際博覽館內一個上鎖房間的兩部手提電
腦懷疑失竊。聲明指，兩部電腦分別載有選舉委員
會委員的姓名，以及已根據相關保安要求作加密處
理的地方選區選民姓名、地址及身份證號碼，已報
警處理，並會全力協助調查。警方昨日已收到報
案，並交由新界南總區重案組跟進。

載身份證地址等 重案組接手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說：「暫時沒有資料顯示相關

資料有外洩情況。選舉事務處一向十分謹慎處理選
民登記資料，非常重視這些資料的保安，職員均嚴

格遵從政府和相關機構就處理重要個人資料保安的
法例、守則和加密要求。本處並已就事件通報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昨日亦表示，收到選

舉事務處的口頭通知，講述事件，公署亦會聯絡警
方作跟進。公署又表示，留意到當中可能涉及的個
人資料數量頗大，會就事件展開循規審查；同時建
議處方應盡快澄清事件的具體內容，並適當地通知
涉事人士。
私隱專員黃繼兒表示︰「所有資料使用者，必須按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定妥善儲存個人資料，
並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保障個人資料不會未經授權
或意外地被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

選舉處遺失兩電腦 全港選民私隱恐外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
文）林鄭月娥當選後要積極
組班，政界預計新班子會有
更多女性。
林鄭昨日被問到組班會否

加入更多女性時，重申會在
未來日子努力尋找合適人
選，「合適人選還是那個要
求：有心、有力、有承擔、
願意為香港服務，與我的理
念相近。他們所屬派別不是
一個重要因素，但這亦要看
他所屬該派別的朋友是否願
意讓他們的成員接受我的邀
請加入我這個問責團隊。」
她更特別提到，自己會在選

擇過程中特別嚮往一些女性，
「但是否找到，這個不是我可
以完全控制得到，我會盡量感
染更加多女性加入特區政府的
管治團隊。」
對於坊間傳言林鄭月娥已

有某些「心水人選」，林鄭
表示提名個別人士是需獲得
中央委任，故目前仍言之尚
早，希望大家再耐心等候一
段時間，「這段時間我會見
很多人，所以就算大家見到
我和某人見面，都不等於他
是下任班子人選，希望大家
都給一個空間我和各方面的
人見面。」

埋班不計派別
吸引女將助陣

■選舉處在亞博館遺失兩部載有選民資料的
電腦。 資料圖片

■特首當選人林鄭月娥（右）和現任特首梁振英握手。 劉國權 攝

■警隊 fb
專頁發了
一篇帖文
講及有關
女 副 官
（左）的
歷史。

■■特首當選人林鄭月娥到訪特首辦與梁振英會面特首當選人林鄭月娥到訪特首辦與梁振英會面。。

昨天是林鄭月娥當選行政長官人選後的第
一天，她到訪多個社區，與市民廣泛接觸，
強調未來政府施政要以民為本，虛心聆聽意
見，以理服人。林鄭向香港社會展示出勤政
親民、關注基層的施政新風，每到一處都
受到廣大市民普遍歡迎和衷心支持，這些
都證明，林鄭的當選是民心所向，並得到
香港主流民意支持，反對派應積極回應林
鄭的呼籲並順應民意，真正放下意識形態
和派別的歧見，與林鄭領導的新一屆特區
政府合作，共同服務和建設香港。

林鄭月娥昨天的行程非常頻密，上午她
先後拜會行政長官梁振英、署理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鄧國楨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下
午就先後到中環、荃灣、沙田、觀塘及黃
埔等地，與廣大市民接觸，一方面感謝市
民支持，另方面直接聆聽市民的聲音，關
注香港各方面的發展，為全面落實政綱和
促進香港社會的和諧發展做好準備、打下
基礎。廣大市民對林鄭的到來均表示出熱
烈歡迎，踴躍和林鄭握手及合影，對於她
當選為下任特首人選，市民更表現出由衷
的支持，許多人都表示，他們對林鄭的印
象一直都很好，感到她是從香港社會基層
出身，在三十多年公務員生涯之中，一直
勤勤懇懇地為市民服務，「既親民又打
得」，政績相當顯著。大家都對香港未來
有這樣一位新的領導者感到非常高興。這

些都是廣大市民對林鄭當選的最直接和最
現實的反映，打破了反對派之前編造的所
謂林鄭民意支持度不高的謊言。

林鄭月娥在過去兩個多月的競選過程
中，一直強調要努力團結香港社會，當選
之後的感言，更是以「團結向前」為主
題，呼籲社會各方面都要為了香港整體的
利益而加強合作，修補撕裂，解開鬱結，
共同奮鬥。她也表示，接下來將與不同的
黨派會面，聽取各方面的聲音，並努力構
建一個與社會不同方面的持份者溝通協商
的平台，讓各種聲音都能夠得到充分的表
達，未來籌組班子時也將用人唯才，不分
派別。這些都體現出其開放包容、廣納民
意的施政新風，值得全社會共同支持。

眾所周知，造成香港社會嚴重撕裂及分
化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反對派為
了一己政治私利而採取「逢中央必反、逢
特區政府必反」手段所導致。解鈴還需繫
鈴人，反對派如果真的要彌補撕裂、重塑
和諧，就應該順應廣大民意的訴求，回應
林鄭月娥的呼籲，放棄過去「為反而反」
的錯誤立場，從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出發，
真正放下意識形態和派別的歧見，與林鄭
和新一屆特區政府進行有效的溝通合作，
共同為建設香港而努力，成為具建設性的
反對派，這才是反對派未來發展的唯一正
確之道。

反對派應順應民意與林鄭合作
9名曾違法「佔中」的搞事者，昨日收到警方通知將被

起訴違反公眾妨擾罪等罪名。有「佔中」搞手質疑，作
出檢控決定違背特區政府化解社會撕裂的宣示。而特首
當選人林鄭月娥表示，修補社會撕裂不等於在法治上妥
協。修補撕裂必須堅持捍衛「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前
提，必須以尊重法治、有利管治為基礎，任何離開這些
基本原則的所謂修補撕裂，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把對
違法「佔中」的檢控形容為「政治清洗」，根本是以政
治凌駕法治，企圖逃避法律制裁。

香港要修補社會撕裂，推動不同立場的各界別團結和
諧，離不開的前提和基礎，就是不能抵觸「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香港人都應該記得，曾經令香港陷入79日無
法無天、半癱瘓狀態的「佔中」，其目的旨在抗拒人大
「8．31」決定，謀求在香港落實「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
選」。「佔中」訴求不容於基本法，更對「一國兩制」
帶來前所未見的衝擊。「佔中」違憲違法，如今依法追
究「佔中」搞手的罪責，徹底清除危害「一國兩制」和
基本法的隱患，是從根本上真正修補撕裂、促進香港和
諧。

修補撕裂應以有利鞏固法治、提升管治為基礎。「佔
中」期間，示威者連法庭的禁制令都置若罔聞，包圍衝
擊政府總部，暴力抗拒警方執法，對香港的法治、管治
構成重大威脅。如果對「佔中」的搞事者網開一面，就
等同姑息縱容暴力違法，不僅對修補撕裂毫無助益，反
而製造不公不義，助長挑釁法治、管治的氣焰，令社會
更加撕裂。因此，絕對不能為了某些人心目中的修補撕
裂，對「佔中」搞手法外開恩。

當日「佔中」搞事者打出「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等冠冕堂皇的旗號，為自己塑造不惜以身試法爭取
民主自由的假象，其實是為逃避罪責先準備「免死金
牌」。香港是法治社會，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立法會示威區的垃圾桶縱火案疑犯日前
被判罪成。主審法官強調，無人能凌駕法律之上，不論
目的多崇高，亦不能作出違法行為。任何人如果以所謂
崇高理想而挑戰法治，其違法行為本身就絕不崇高，必
須承受代價。追究「佔中」搞手的罪責，正正是彰顯香
港法治的公平公正公義。

「佔中」搞手戴耀廷身為法律學者，當年鼓吹煽動
「佔中」時，曾信誓旦旦表明，「公民抗命」的行動屬
違法行為，參與者會自願承擔罪責。可是如今面臨檢
控，戴耀廷等「佔中」搞手反咬一口，將檢控抹黑為
「政治檢控」、「秋後算賬」，甚至暗示是特首當選人
林鄭月娥授意的結果，是為林鄭月娥執政清除政治障
礙。這完全是無中生有、推卸罪責的指控。

林鄭月娥已經否認有關指控，強調不會干預律政司的
獨立檢控。律政司亦迅速澄清，不應將刑事檢控政治
化，包括不應從政治角度揣測是次檢控「佔中」人士的
時間，更指行動受林鄭月娥指示毫無根據，絕對與事實
不符。

眾所周知，香港擁有良好法治、司法獨立的重要標
誌之一，就是任何刑事檢控，只根據法律、證據及檢
控守則，不受任何干涉。「佔中」搞手知法犯法，抹
黑針對他們的檢控，將政治與法治混為一談，這是對
本港法治的侮辱，相信市民不會再被「佔中」搞手所
誤導，一定會支持政府依法辦事，以法律制止亂港行
為。

修補撕裂非放棄法治 無原則不是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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