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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讚務實圓通 溝通力強助拉近各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候任特首
林鄭月娥昨日宣佈委任前入境處長陳國基
出任候任特首辦主任，並屬意他7月1日起
過渡為特首辦主任，這是首名紀律部隊出
身人士擔任此職，打破過往由政務官出任
的慣例。多名立法會議員均認為，陳國基
為人務實、處事圓通、溝通能力強，相信
對方可協助林鄭月娥拉近不同的政治光譜
的人物，協助特首改進行政、立法關係。
曾任陳國基上司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表示，陳國基處事圓通，他在擔任入境處
長時，不時與傳媒及立法會議員打交道，
亦有就不同議題游說立法會議員，包括入
境政策、「假難民」等問題；加上他曾任
駐京辦，與內地官員打交道有經驗，故信
信他「雖然並非政務官出身，但無礙他協
助特首在立法會拉票。」

葛珮帆：隨和專業 是合適人選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也指，陳國基

為人務實、隨和、專業、溝通能力強，相
信他是合適的候任特首辦主任人選，「我
過去幾年經常在公事上與陳國基先生交流
及合作，特別是有關跟進濫用免遣返聲請
（『假難民』）問題，陳國基先生十分坦
誠分享入境處當時面對的困難，亦聽取及
接納我們對解決問題提出的建議。」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林鄭月娥為官

多年來作風硬朗，與官場中人交手時難免
會「留下嫌隙」，但陳國基處事圓通，在

政圈中沒聽過有人說他壞話，相信對方可
協助林鄭月娥拉近不同的政治光譜的人
物，兩人「夾得到」。

涂謹申：平易近人 相處無難度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涂謹申則稱，雖

然陳國基是紀律部隊出身，但他平易近
人，與人相處無難度，相信他「學得
快」，有能力收集到不同的資訊，並有足
夠常識掌握政策範疇。被問到陳國基能否
化解各黨派的矛盾，涂謹申聲言，反對派
拉布是深層矛盾而成，涉及重大政策，與
誰人擔任特首辦主任無關。

陳國基掌候任特首辦
林鄭讚完全符合條件 指目前組班工作進展非常良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宣佈，委任陳國

基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即日生效至6月30日，並表示屬意由陳國

基出任下一屆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她表示，候任特首辦主任的職責是協

助籌組下屆政府，促使兩屆政府順利交接，並與立法會議員和傳媒等社會

各界緊密聯繫，故她一直物色有心、有力、有承擔，與她理念一致，願意

服務香港市民的人士加入新班子，「陳國基完全符合條件，是出任這位置

最適當的人選。」她並指，目前問責團隊組班工作仍在進行當中，已有非

常良好進展，但現時並不方便透露進展情況，亦不會作任何評論。

林鄭月娥昨日早上與陳國基在候任行政
長官辦公室會見傳媒，林鄭宣佈委任

陳國基出任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任命
即日生效至今年6月30日。她並表示，會邀
請陳國基出任新一屆政府的特首辦主任。

做好交接安排 廣泛聯繫各界
林太指出，候任特首辦主任的職責主要
是協助她作為候任特首籌組下一屆政府的工
作，亦要與現屆政府做好交接安排，及廣泛
聯繫社會各界，「包括協助我處理兩屆政府
的順利交接，亦要積極地聯繫社會各界，包
括立法會議員，亦很重要的是與傳媒保持緊
密聯繫。」
她強調，候任特首辦主任此職位雖沒有
特別要由特別的專業或專長的人士來擔任，
但找人出任要職的時候，都是要找一些有
心、有力、有承擔，理念和她一致，亦是願
意服務香港市民的人士，認為陳國基在各方
面都是符合她的要求，所以是一個最適合的
人選。
對於外界有人聲稱，陳國基過去長期在
政府處理入境事務，在政策統籌方面可能不
是那麼全面，林鄭月娥認為這些質疑都是不
太重要，強調她未來的政治團隊最需要的是
很強調互補性和合作性的精神，「因為對我
來說，下一個管治團隊是一個團隊來的，團
隊裡每一個人，包括我本人，都不是可以所
有事情都懂得做，所以我們整個團隊會用這
種互補性很強和合作性很強的精神，來做我
們需要做的工作。」

認同林鄭政綱理念管治新法
陳國基感謝林鄭月娥對他的信任，又稱
讚林鄭是很有能力的人，對她的政綱、理
念、管治新方法均是十分認同，相信香港在
她的領導下會更好，對能加入她的團隊感到

驕傲。

「林太領導下，香港一定更好」
他續說，以往仍是入境處處長的時候，

曾和林太也有很多接觸，林太給他的印象
是她很關心紀律部隊，「舉個例子，每逢
年初一，當大家都放假的時候，林太一定
會抽出她的私人時間，長途跋涉去到口岸
探望在年初一仍然要上班的同事，堅持了
很多年，年年也這樣做，這樣能給予同事
很大的支持和鼓勵，所以她對於紀律部隊
的支持是很重和很大，我們亦很支持
她。」陳國基指出，當林太問他是否出任
這個位置時，他基本上沒太多考慮，即時
應承，「因為我覺得在林太的領導下，香
港一定會更好。」

信好領袖施政可將「熱廚房」降溫
被問到有沒有信心可以做好「熱廚房」

的過渡工作，陳國基強調，「熱廚房」的字
面解釋是這件工作有難度，故他從頭到尾也
沒有看輕此工作，「每一件工作都有它的難
度。但正如我剛才所說，我相信所有難題和
難處，如有一個好的領袖和施政方針，是可
以將所謂『熱廚房』降溫，讓市民會接受，
我對此非常有信心。」
他也表示，過去30多年在入境處工作，

及曾借調至保安局接觸過不同的政策，相信
這些工作經驗可令他勝任此工作。
對於日後如何在此職位做好各界的溝通

工作，陳國基認為，溝通最重要是坦誠，不
要產生任何誤會，並相信倘大家均有為香港
好的共同目標時，社會也會較易達到共識，
「我以後也會秉承這種態度，希望與各界以
真誠和坦誠的態度去聯絡，並將林太所有的
新政策解釋和介紹，又採用此種態度向公
眾、議員或其他團體去解釋。」

林鄭談重啟政改：
需適合環境條件

林鄭月娥昨日介紹委
任前入境處處長陳國基

出任候任特首辦主任時，被問及未來5年
重啟政改機會是否不大？林太回應時說，
在參選政綱文本已寫得好清楚，並無設時
限5年完全不可談政改。
林太指出，明白到市民追求更民主政制
的訴求，但也要有合適環境及條件才能重
新啟動，這已經證明在社會引起非常大爭
議性課題；如果重新啟動政改，也要以全
國人大常委會定下的規定去做。
另外，傳媒又被問到，今年7月1日是
否有國家領導人訪港，警方是否會出動
9,000警力？林鄭月娥表示，並無消息公
佈及證實。她又指，一如既往，所有重要
國家元首，包括國家領導人訪港，一定要
有非常高規格確保安全，相信紀律部隊將
一如既往，作出安排。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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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現年58歲

■學歷：
1982年，香港樹仁學院社會學系畢業
2001年，獲得清華大學法學學士學位

■政府工作經驗
1982年10月，加入入境處，任職助

理入境事務主任
1989年9月，晉升入境事務主任
1995年12月，晉升高級入境事務主

任
1998年底至2001年，於駐京辦入境

事務組工作，屬「先頭部隊」
2000年12月，晉升總入境事務主任
2002年，借調保安局，出任助理局長
2003年1月，晉升助理首席入境事務

主任
2004年8月，晉升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執法及聯絡）
2006年，擔任入境處執法及聯絡科指

揮官
2007年4月，晉升入境處助理處長，

先後負責「執法及訴訟」及「簽
證及政策」工作

2009年9月起，出任入境處副處長

2011年3月至2016年4月，出任入境
事務處處長

2017年5月4日，出任候任特首辦主
任

■個人榮譽
2001年，獲頒香港入境事務長期服務

獎章
2008年和2013年，分別獲頒香港入

境事務長期服務獎章加敍單條及
雙條勳扣

2009年，獲頒香港入境事務卓越獎章
2016年，獲頒銀紫荊星章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網及綜合報道
製表：鄭治祖

陳國基履歷

■陳國基於2011年3月至2016年4月期
間，出任入境事務處處長。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
（左）及陳國
基（右）會見
傳媒。
梁祖彝 攝

行政長官
梁振英昨日到深圳與深圳市委書記王
偉中會面（上圖），就雙方共同關心
的課題交換意見，包括香港和深圳如
何合作，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
共同發展。
另外，特首昨日在其facebook上

載一幅與創科局局長楊偉雄的合照
（下圖），寫上：「前往深圳與深圳
市委書記會面前，和創科局楊偉雄局
長在落馬洲警署遠眺準備發展為『港
深創新及科技園』的河套地區。」

特 首 訪 深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宣佈，委任陳國基為候任行
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並將擔任下一屆特首辦主任。這
是林鄭月娥新班子的第一個重要成員，意味她組班
工作進入「快車道」，香港未來將有更多德才兼備的
各界精英，在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和建設香港的共同理念下，加入新一屆政府管
治團隊，配合林鄭月娥全面開展工作。香港社會應全
力支持林鄭月娥組班，營造一個有利於各方面人才加
入政府，為廣大市民服務的良好環境。同時，特區政
府也要更重視香港政治人才的培養，讓有意服務社會
的人士積累相應的才能和歷練，形成充足的人才儲
備，解決香港目前政治人才嚴重不足的問題。

林鄭月娥在宣佈陳國基的委任時表示，她一直物色有
心、有力、有承擔，與她理念一致，願意服務香港市民
的人士加入新班子，未來的政治團隊最需要具有很強的
互補性和合作精神的人才，她會在6月30日前宣佈特首
辦主任和其他政治任命官員的委任。陳國基曾擔任入境
處處長，長期在政府工作，熟悉政策和政府運作，有較
強的協調溝通和執行能力，他將協助林鄭月娥籌組下屆
政府以及兩屆政府的順利交接等工作。陳國基正式加入
林鄭月娥的管治團隊，顯示她正按照用人唯才、不拘一
格的思路，有條不紊地進行組班工作。

政壇前段時間有傳言指，林鄭月娥組班工作頗為不
易，一些有才能的社會精英由於種種原因而不太願意
進入政治「熱廚房」。確實，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比
較複雜，反對派長期以來「逢中央必反、逢特區政府
必反」，令政府官員尤其是政治問責官員承受着巨大
壓力；另外，由於歷史等方面的原因，香港政治人才

比較缺乏，一些社會精英雖然在各自領域出類拔萃，
也有意為市民服務，但缺乏必要的經驗和歷練，因而
對加入政府工作信心不足。即使是一些長期在公務員
隊伍的人士，雖然行政經驗豐富，熟悉政府運作，不
過缺少面對公眾和掌握民情、協調複雜矛盾的能力，
亦難以勝任高層次政治崗位。

面對這種局面，香港社會更需要形成積極鼓勵和支持
精英人才加入政府，為廣大市民服務的良好社會環境。
政府工作尤其是政治問責崗位確實相當辛苦，面對的壓
力也很大，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
治方針政策下，各界精英加入特區政府，理想抱負可得
到充分發揮，才華在更高更廣的平台上得以全面展示，
從中所得到的自豪感和滿足感，應該是其他領域所較難
比擬的。如果他們能夠得到社會的全力支持，將會有
更大的勇氣和魄力，去解決錯綜複雜的難題，更好地
為廣大市民服務。同時，特區政府應該把培養各級政
治人才，作為一項恒常性的系統工程。政府需要加強
這方面的研究，建立一套較為科學的政治人才的評估
標準和培訓制度，鼓勵有條件的公務員以及社會上有
意從政的人士，從成長階段開始就有機會參與系統的
政治人才培訓。同時，鼓勵政黨和智庫等機構，通過
其本身的運作來培養和儲備政治人才。

「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未來的香港需要一批
能夠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具有豐富管治經
驗、德才兼備的人才，加入到政府管治團隊之中。廣
大市民充分相信，這樣的團隊正在形成並將不辜負香
港社會的重託，在林鄭月娥的帶領之下，勵精圖治，
開拓進取，把香港帶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支持林鄭組班 凝聚德才兼備精英
競爭事務委員會昨日發表香港車用燃油市

場研究報告，指車用燃油被指「合謀定
價」、「加快減慢」的現象，並不構成反競
爭行為的確實證據。本港設立競委會是為了
打破壟斷、促進公平競爭，讓廣大消費者受
惠。但是，競委會權力不足，調查執法面臨
掣肘，難以切實有效落實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的職責，政府應加強支援，投放更多資源予
競委會，讓他們能加大力度進行調查和檢
控，讓競委會真正成為制止壟斷、維護消費
者權益的執法者。

本港車用燃油定價長期高度一致，一直被批
評有「合謀定價」之嫌。消委會去年曾發表報
告指，5間油公司在2013年至2015年期間，
平均8成的日子汽油牌價完全一樣。本次競委
會報告提到的問題也很相似。報告發現，香港
車用燃油市場存有多個十分罕見特徵，削弱了
市場的有效競爭，包括市場結構高度集中於5
名市場參與者、進入市場及擴充業務門檻高、
市場只提供單一類汽油產品、油站沒設立大型
價格板展示牌價、折扣方式複雜缺透明度。這
些現象顯示本港燃油市場有明顯壟斷特徵，但
競委會報告的結論卻不認為構成反競爭行為，
予人自相矛盾的感覺。

尤其可圈可點的是，報告建議政府賦予競
委會收集資料的權力，日後進行市場研究時
可強制有關各方提供資料。言下之意，指競
委會難以對油公司是否存在反競爭行為作出

確實結論，是因為未能取得所需數據，油公
司即使拒絕提供資料，競委會亦奈之不何。
本來，市民對競委會寄予厚望，希望競委會
徹查車用燃油市場是否存在反競爭的問題，
寫下競委會「立威」之作。可惜，競委會連
獲取足夠資料都做不到，更難奢談採取執法
行動。這樣的狀況，恐怕市民難以接受。

公平競爭是香港珍而重之的價值。設立《競
爭條例》的目標，就是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
境，禁止損害競爭的行為；競委會的角色就是
調查、處理違反《競爭條例》的投訴，採取必
要執法行動，推動更公平的市場競爭。市民期
望競委會雷厲風行，將違反法例的商人繩之以
法，以收阻嚇之效，令市民得到實惠，而不僅
僅是發表研究報告當交功課。

有意見認為，競委會運作時間不長，人手有
約50至60人，當中有一半負責調查，但收到
的投訴數以千計；調查、檢控涉及「合謀」的
案件需龐大訴訟費，競委會的財力更難以應
付，消息指該會的儲備在2017/18年度將耗
盡。競委會的職責、使命是打擊反競爭行為，
這關乎香港的市場健康發展，保護市民免受
「合謀定價」之害，政府應增加必要資源，為
競委會提供財力支援，通過立法彌補權力不
足，而競委會則要用好用足手中權，大膽檢控
反競爭行為，尤其要迎難而上，依法打擊大企
業壟斷欺民的營商手法，避免競委會淪為「無
牙老虎」，切實維護消費者權益。

競委會用好權力 有效制止反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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