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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分歧建互信 改善行立關係
林鄭4良方促互動 擬增接受議員提問次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特

首林鄭月娥上任第五天就到立法會

出席答問大會，並提出四點改善行

政立法關係，包括與各黨派建立恒

常溝通機制、將施政報告發表時間

改為以往的10月、增加到立法會接

受議員提問的次數及要求問責官員

多與議員互動。她對近年行政立法

之間劍拔弩張、官員和議員缺乏互

信感到傷心、痛心，但深信絕大部

分議員和官員都是心愛香港，願意

為目前的困境找出路，期盼未來5

年大家能在以理論事、以民為本的

前提下，有更多積極和正面的溝通

和互動。

林林 鄭鄭 答 問 大 會

林鄭月娥昨日在答問大會上表示，立法
會會議廳對她來說是非常熟悉的地

方，自己過去10年先後以發展局局長和政
務司司長的身份出席會議，「我曾經公開說
過，我喜歡去立法會。這個並不是『賣口
乖』，因為這裡是議事、論事，為市民做事
的地方。」
她指，過去幾年行政立法之間內耗、鬥
爭、劍拔弩張，官員和議員缺乏互信，拖慢
政府落實政策的速度，對此感到傷心、痛心
及擔心，「但是我不灰心，因為我仍然深信
絕大部分議員和官員都是心愛香港，都願意
為目前這個困境找出路。」

認同立法機關監察作用
林鄭強調，她十分重視改善行政立法關
係，尊重立法會的角色，並認同立法機關
監察行政機關可發揮良好管治作用，「我
明白不同議員的立場及觀點難免有差異，
但我期盼未來5年大家能夠以理論事、以
民為本、為市民謀福祉的前提下，有更多
積極和正面的溝通和互動。」
她承認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並非一朝一夕
可以做到，但不同政治立場的議員在民
生、經濟方面都有很多合作的空間，邀請
各黨派議員在不同的議題上與政府共同努
力，化解分歧，建立互信。

改至10月發表施政報告
她並公佈4項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措施，
包括與各黨派議員建立恒常的溝通機制，為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打好基礎；接受部分議員
提議，把每年發表施政報告的時間提前回到
立法會年度會期的第一次會議；增加出席立
法會接受議員提問的頻率；要求所有政治問
責官員多與議員互動。
林鄭解釋，將施政報告改至10月發表，
令議員在辯論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時能
夠更聚焦，也能讓議員在立法年度開始
時，更方便審視行政機關未來一年施政方
向和工作計劃。
她指，目前距離10月僅3個月，難以就
其首份施政報告全面諮詢，但她在政綱中
已承諾推行和檢討多項政策，加上在候任
期間聽到不少具建設性的建議，會繼續聆
聽意見，在施政報告為不同政策範疇制訂措
施，並聚焦教育、土地房屋和經濟發展。

重申官員不能假手於人
她並重申，官員向議員游說的工作要親力
親為，不能夠假手於人，「我這個要求在第
一個工作天，亦即是這個星期一，已經與司
局長在我們的會議上說得清清楚楚。」她在
回答民建聯李慧琼提問時再指，官員要親力
親為「是適用於所有工作」，如果議員碰到
一些問題需要與司局長直接溝通，「相信我
這個實幹型的班子都很願意和大家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林
鄭月娥在競選政綱中提出改組中央政策
組，令中策組變成負責統籌跨部門政策及
項目協作。林鄭月娥昨日透露，新的中央
政策組要有新定位，需要改組架構，功能
亦會改變，不再掌管人事任命，而是作為
新的統籌單位。她希望，可在年底把方案
交予立法會討論，爭取明年4月1日有全
新的中央政策組協助特區政府，又承諾會
吸納不同黨派有心有力有承擔的年輕人加
入，讓他們明白如何制定政策，更可讓政
府聽到年輕人的心聲。

棄人事任命功能 成新統籌單位
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回應

金融界議員陳振英問到中央政策組改組問

題時指出，每一個政府組織，在經歷一段
時間後都有需要重新審視，尤其她是一個
比較喜歡創新的官員，故認為是時候去為
這個已成立了二三十年的中央政策組重新
定位，注入一個新動力來支持本屆特區政
府工作，而上屆政府中央政策組功能不會
延續，特別是關於人事任命。
她解釋，現在制訂政策很複雜，很多

時需要跨部門、跨政策局互諒互讓合
作，有時甚至需要更高層次，即特首親
自統籌協調督導。在這情況下，雖然有
部分立法會議員會提出一些有趣的項
目，但苦無對口單位研究，故今屆政府
有需要改組中央政策組，成為新的統籌
單位，作為第一站去探討、研究各有創
意的項目是否可行。

林鄭月娥指出，目前，她不會填補中央
政策組組長，而是在月內委派一名政務主
任擔任改組工作組長，而有關的改組工作
定會公開透明向議員交代，包括在今年底
提出改組方案，讓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
討論，並交由財委會及轄下的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審核，希望方案可在明年初獲得
通過，明年4月1日有全新的中央政策組
協助特區政府。
至於中央政策組的成員是否會包括青年

成員，林鄭月娥指，當局將聘請約二三十
名年輕人加入中央政策組，但成員不會以
年紀劃分，只要「有心、有力、有承擔、
不論黨派」的人就可出任。

聽青年心聲 助成長歷練

她期望，透過年輕人加入中央政策組
可達至兩個目的：一是讓年輕人能明白
如何制定政策，對有志在政策範疇發展
的青年有較好的起步，「因為我相信有
志投考成為這一批的年輕人，都是有一
種參與社會的熱誠，甚至是有志日後如
各位一樣參選成為立法會議員或區議
員。所以能夠在他們早期成長階段，在
政治成長的階段，能夠有這種歷練，我
覺得對他們有好處。」
二是希望可以聽到年輕人的心聲。林鄭

月娥說：「我們在高層制訂政策的時候，
可以更加聽到青年人的心聲，因為他既然
在中央政策組會見到我的司局長或者我本
人，亦可以將這些意見直接反映給我
們。」

中策組「大變身」吸新血不分黨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日前
指高鐵「一地兩檢」安排時間緊迫的林
鄭月娥說，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處理
「一地兩檢」方案已達最後階段，又強
調有關方案必定符合香港基本法，並有
足夠法律基礎。她希望處理「一地兩
檢」不是一場戰爭，大家可以開心迎接
高鐵開通，而特區政府及港鐵已做好向
公眾解說的準備。
在昨日的答問大會上，經民聯梁美芬

問到「一地兩檢」安排的進展。林鄭月
娥回應指，要達至高鐵的方便，「一地
兩檢」必不可少，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
處理「一地兩檢」方案已達最後階段，
但由於課題複雜、敏感，所以應待所有
東西都研究好才全面公佈，難以作「擠
牙膏」式預告。林鄭強調，方案一定是
符合香港基本法，一定有足夠法律基
礎。
梁美芬又問到特區政府怎樣打好「一

地兩檢」的民意戰，林鄭希望處理「一
地兩檢」不是一場戰爭，而是大家都開
心迎接高鐵開通，強調向市民解說的重
要，「我們和港鐵公司已經做了相當多

準備工作在這些解說的工作，我相信應該很
快，甚至快到可能在一個星期內，大家都會在
傳媒那裡看到我們介紹高鐵為香港市民、為香
港經濟帶來的好處。」

陳帆籲市民信任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會後被追問時重

申，「一地兩檢」涉及非常敏感和複雜的課
題，不想「斬件式」公佈，並坦言這是「非常
硬的硬仗」，呼籲市民信任特區政府，「我們
是有信心可以確保有關安排是符合『一國兩
制』、符合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自決派」議員朱凱廸過去經常以橫
洲發展計劃大做文章。他昨日就稱橫洲
有「黑幕」，要求特首林鄭月娥「撥亂
反正」。林鄭月娥批評，朱凱廸說了很
多看似是說事實，但可能是他個人的指
控，並強調在香港要向前發展的過程
裡，難免會影響一些人，但政府是一個
公平、公道的政府，不單每一次的搬
遷、清拆都會按政策去做，甚至在政策
以外再提供一些富人情味的安排，以減
少受影響居民受到的衝擊。

指朱說法或屬個人指控
朱凱廸昨日在立法會特首答問會上聲

言，「橫洲黑幕」是上屆政府做下的
「錯事」，要求林鄭月娥「撥亂反
正」，「將錯的程序做對」，在橫洲利
用棕地建屋，同時原區重置倉地的產
業，締造保留民居、維持倉地生計，同
時增加公營房屋的「三贏局面」。

林鄭月娥回應指，朱凱廸說了很多
看似是說事實，但可能是他個人的指
控，「『橫洲黑幕』或者是勾結，或
者與黑的分子『摸底』這些。」

引竹園村證遷拆成效
她以上任翌日區訪的新界北區竹園

村作例，指竹園村就是當年正正為了
蓮塘／香園圍新口岸建設的發展需
要，而要整條村搬遷，包括一些寮屋
居民。當日，透過政府和居民的互諒
互讓，大家找到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當日村民向記者這樣說，由於他們
信任政府，他們一直將這個商討局限
在政府與村民，再加上一些中介組
織，包括鄉議局、鄉事委員會，以及
地區的區議會去做，而沒有讓外面的
分子加入這個討論，而令這個討論能
夠圓滿做成。今日竹園村居民生活得
相當美滿。」
林鄭月娥指出，這正好說明在香港

要向前發展的過程裡，難免會影響一
些人，甚至可能對於那些受影響的人
來說，是他們作出了一些犧牲，要離
開自己住了很久的地方，但強調政府
是一個公平、公道的政府，「我們每
一次的搬遷、清拆都會按政策，甚至
在政策以外再提供一些富人情味的安
排，以減少受影響居民受的衝擊。所
以我希望日後在這些為發展需要而要
影響到村民的工作裡，在座各位議員
都能夠協助政府用這一種態度，積極
去解決或減少居民受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對於
被指會就取消強積金對沖重新諮詢，
林鄭月娥昨日澄清並非重新諮詢，而
是就當局即將提出的修訂繼續聽取勞
資雙方意見，又強調特區政府有「家
底」，能夠多花錢尋找合適方案。
工聯會黃國健在答問大會上指，勞工

界擔心重新諮詢會拖延落實取消強積金

對沖，問到林鄭月娥有否取消對沖的時
間表及具體計劃。林鄭澄清，她日前提
到的「重新聽意見」，不是重新諮詢，
也毋須重新諮詢，因為勞資雙方的理據
和看法已經很清楚，她所指的是就當局
提出修改、優化現有方案再聽意見，
「我相信這個過程很快就可以展開，亦
不需要很長時間，但當然這個即將展
開、不需要很長時間的過程能否達至共
識，就要大家互諒互讓。」

政府還有「家底」
林鄭又笑言，代表資方的自由黨張
宇人「牛咁眼」盯着她，「他差不多
就是說，要看看我對業界的反應。所
以我是很願意由我、政務司司長及新
的勞福局局長，我們三個人都會共同
盡快想些點子出來，希望在社會上盡
早就着強積金取消對沖這方面劃上句
號，即找到個好的方案。」

黃國健追問林鄭，特區政府有多大決
心去克服困難及阻力，林鄭強調自己競
選期間與僱主及商界選委會面時，都說
強積金對沖一定要取消，「你會否給票
予我沒所謂」，已經展示了決心，又指
現時特區政府還有「家底」，「如果能
夠多給一些錢可以找到方案，我想財政
司司長都會支持我們，因為這個問題實
在拖得太久，以及對於退休保障是一個
缺陷來的，所以必須要盡快解決。」

羅致光：作優化盼令勞資接受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出席活

動後表示，將會約見勞資雙方包括勞顧
會委員，當局希望在之前已作出的決定
之上有一些優化，令勞資雙方都可以接
受。他重申，勞方和資方的利益很多時
候都會不同，所以如果能夠再做更多些
工作將距離拉近，仍然有機會可以達成
共識。

修訂非重新諮詢 撤對沖願花錢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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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平公道 依法搬遷清拆

■黃國健關注取消強積金對沖日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林鄭月娥表示，處理「一地兩檢」不是一場
戰爭，希望大家可以開心迎接高鐵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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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引竹園村為例，證遷拆有成
效。圖為她早前視察該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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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與議員相談甚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林鄭月娥提出四點措施，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