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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廣納賢能 委任 副局 政助10 8
有心有力有承擔 共建更美好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特區政府昨日公佈首批副局長及

政治助理任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聘任委員會的建議下，委任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首批10名副局長及8名政治助理，目前有6個決策

局「齊人」。林鄭月娥表示，她組織管治團隊的原則是廣納賢能、用人

唯才，認為新委任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均是認同她的競選政綱及新一屆

政府的管治理念。她並讚揚，他們都是有心、有力、有承擔的人才，相

信日後定能在各自的政策範疇有所發揮，協助局長廣泛聯繫社會各界，

加強行政和立法機關之間的溝通，達至有效施政，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昨日公佈首批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名單，當中
有多名建制政黨成員獲邀加入，從上屆政府
過渡的民建聯徐英偉及陳百里，就由政治助
理「升職」為副局長。同時，自由黨亦有兩
名黨員加入問責團隊。民建聯及自由黨強
調，獲邀的黨友均屬專業、有能力之人，期
望在未來的日子，能發揮所長，為社會作出
貢獻。

李慧琼：兩黨友表現有目共睹
對於有兩名黨友再獲委任，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回應時指出，特首林鄭月娥曾強
調，其管治班子是「用人唯才」，兩名黨
員於上屆特區政府內，曾擔任政治助理一
職，表現有目共睹，政黨推薦只屬其中一
個因素，相信兩人有能力，以其在政府工
作的經驗，在新崗位加倍努力，協助局長
做好政策制定，加強政府與各界溝通。
李慧琼又指出，獲委任的副局長和政治

助理中有不少新面孔，分別來自業界、政
黨和智庫，體現了林鄭月娥任用社會上不
同界別人士的意願。至於教育局副局長蔡
若蓮未上任已被反對派強烈批評，她認
為，相信每項任命都經過嚴格考核，希望
反對者不要因為蔡若蓮來自愛國愛港陣
營，就不表認同。
曾參與問責團隊一員的民建聯副主席陳克

勤表示，民建聯一直希望有黨員循議會從
政，同時亦希望有黨員循政府架構參政，令
政治人才多樣化。他指出，過往有黨友入閣
之後，未能有旋轉門重返民建聯或選舉，所
以把人才給了政府，不會令政黨有傾斜性的
「着數」。

鍾國斌欣賞林鄭吸納各黨人才
同樣有2名成員躋身今次名單的自由

黨，其黨魁鍾國斌表示，曾向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推薦4名黨員加入政府，最後兩
人獲委任，接納比率算高。他說，每屆

政府都有不同理念，個人欣賞林鄭月娥
願意吸納不同黨派人才，自由黨亦很願
意配合特區政府，作出各種修補社會撕
裂的方法。
鍾國斌又指，今屆局長的年齡偏高，加
入年輕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能拉低問責
團隊的平均年齡，更有助吸納年輕人的聲
音和新思維。
不過，就蔡若蓮任教育局副局長一事，

民主黨和公民黨都大潑冷水，聲稱有關任
命「逆民意」。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就

表示，在現時複雜的政治環境，多名有心
人願意加入政府這個熱廚房，相信他們都
是有熱誠去服務社會，無論對政府抑或市
民都是好事，「畀個機會同畀啲空間人哋
啦！」他又認為，從政者應有量度，不論
問責官員來自什麼政黨或背景，作為議
員，都要與他們多溝通多合作，並應是其
是、非其非，不應「未上任，先開火」。

民記籲發揮所長 自由黨願作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政府昨日
委任前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前教聯會
副主席蔡若蓮為教育局副局長，教育學界對
此大表歡迎，並讚揚蔡若蓮的學歷及前線工
作經驗豐富，是合適人選。蔡若蓮則表示，
出任副局長是一大挑戰，但會以平常心面對，
未來會積極與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溝通。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指，教聯會前日收到蔡若蓮以「工作關
係」為由辭任副主席，該會昨日經商討後
已即時接納。他讚揚蔡若蓮是難得於教育
局、前線教育工作均富經驗的專業人士，
是合適的副局長人選。他強調：「如果
（反對派）因為蔡若蓮愛國而反對其任
命，是說不過去的。」
教聯會昨日的聲明提到，政府是次任命
堅持了用人唯才的原則，蔡若蓮從事教育
近30年，曾出任不同崗位，專業資歷豐
富，對教育界有不少貢獻，祝願她在新崗
位發揮所長。

學生盼蔡做副局又做校長
福建中學（小西灣）校董盧文端昨日亦

指，蔡若蓮於兩天前已以私人理由辭任校
長一職。該校學生讚揚蔡在校內為人親
切，支持她出任副局長；有學生亦笑言希
望她可一邊做副局長，一邊做校長。
元岡幼稚園校長呂麗紅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查詢時指，自己是教師夢想基金的評
審委員，蔡若蓮則是基金主席，與她共事
期間發現蔡對教育充滿熱誠，既關心教師
及學校的需要，亦樂意了解教界訴求，
「一年前她特意走到元朗，到訪我校，看
看我們的需要，足以反映她對教育的熱
誠。」
她認為蔡出任副局長對學界是好事，期

望她能保持着這股熱誠，推動本港教育進
步。
前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亦指，蔡若蓮

熟悉本港教育發展，包括曾任職教育局及
中學校長，學界對她有不少正面評價，認
為她多年來致力為教師爭取權益，包括爭
取幼稚園教師薪級表、中小學教師待遇
等，這些前線經驗能填補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的不足，相信二人合作下能為教育界帶
來一番新景象。

教界撐蔡若蓮 讚資歷佳經驗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教育局
副局長議題連日來被炒作，反對派並對蔡
若蓮接連作出「只談背景，不問能力」的
政治批鬥。至昨日任命公佈前後，反對派
再在社交網站進行「扣帽子式」批鬥，威
脅指會就蔡若蓮獲委任為教育局副局長而
會「戰鬥到底」、「大搞罷課」云云。教
界人士批評，有關偏頗言論只以政治立場
出發，凌駕真正教育專業，對蔡若蓮並不
公道，呼籲社會理性看待事件。
退休教師韓連山昨日在facebook發帖威
脅道，特首林鄭月娥「一意孤行」委任蔡
若蓮為教育局副局長，「即與教育界開
戰！放馬過來吧！我們必跟你們戰鬥到
底！」「人民力量」陳偉業亦留言附和稱
要大搞罷課以示不滿，「罷課，從個別，
野貓式到全面！」帖文亦引來個別網民的
極端言論，「Francis Tsang」揚言要叫
「市民唔交稅、唔供樓，令香港經濟癱
瘓，垃圾政府先會跪低」云云。
過去不斷向蔡若蓮作出政治攻擊的教協
則聲言政府無視教育界「主流意見」，又

謂「會破壞政府和教育界的互信和合作基
礎」云。

張民炳批政治立場凌駕專業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評，

反對派言論只以政治立場出發，凌駕真正
教育專業，相關偏頗、毫無事實根據的所
謂指摘，對蔡若蓮來說是一種侮辱，亦不
公道。他強調，蔡若蓮具適合的資歷及前
線經驗，學界亦對蔡寄予厚望，呼籲社會
理性看待事件，不要盲目為反而反。

鄧德成：2萬聯署證蔡支持度大
香港政研會主席鄧德成表示，該會早前與

多個民間團體參與的支持蔡若蓮任教育局副
局長聯署，收集了約2萬個有效聯署，反映
蔡若蓮的支持度大。他批評，近年教育事件
屢遭別有用心者政治化，部分人動輒以「罷
課」作抗爭，令不少家長及學生感憂心。
他認為，蔡若蓮今次未上任前已遭連串政

治攻擊正是教育政治化的一例，呼籲公眾要
令教育回歸教育，政治回歸政治。

反對派盲反「扣帽子」煽罷課

特區政府昨日下午公佈首批副局長及政
治助理任命，共有10名副局長，8名

政治助理。副局長方面，大部分均是內部調
升，發展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環境局3
名副局長均來自公務員系統，分別是土木工
程拓展署的廖振新、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陳帥夫及環保署副署長謝展寰。曾任創新及
科技局副局長的鍾偉強則再被委任。

兩民建聯前政助升副局
兩位民建聯背景的前政治助理，徐英偉
及陳百里分別升任勞福局、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副局長。保安局副局長由警務處刑事
及保安處處長區志光出任，連同局長李家
超及政治助理劉富生，保安局3名政治委
任官員首次均為警隊出身。
副局長方面的新面孔則包括有教育局蔡
若蓮、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陳浩濂、食物及
衛生局徐德義。蔡若蓮從事教育工作20多
年，原任中學校長；陳浩濂則是自由黨成
員、中西區區議員、現任跨國銀行環球市
場部董事總經理；已定於今年退休的醫院
管理局九龍東聯網總監、基督教聯合醫院
行政總監徐德義，則會出任食物及衛生局
副局長。

8政助中女將佔5
政治助理方面，林鄭月娥曾指，希望能
有更多年輕人、女性加入管治班子。在各
司局長任命中，只有食衛局長陳肇始一名
女性。昨日公佈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名

單，10位副局長中則有蔡若蓮一名女性，
但8名政助中則有5名女將，當中包括了區
詠芷、馮海容、張曼莉、楊寶蓮及黎穎
瑜。而8名政助平均也只有36.6歲，可算
是相當年輕。
政助方面的新面孔則有自由黨青年團主

席的符傳富及「民主思路」成員馮海容兩
名具政治組織背景的人士，他們分別將任
運輸及房屋局、商經局政助。首批任命者
中年紀最輕的是28歲的張曼莉，現時在一
間物業發展及投資公司工作，兩年前曾參
選區議員但落選，將會出任創新及科技局
局長政助。
另外，有4人是再次被委任，包括發展局

馮英倫、環境局區詠芷、保安局劉富生，
而在上屆政府出任勞工及福利局政助的黎
穎瑜，將會轉到民政事務局出任政助。

6決策局「齊人」
經過今次任命後，目前有6個決策局「齊

人」。運輸及房屋局、民政事務局暫時未
有副局長；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勞工及福利局、教育
局、食物及衛生局則尚未公佈政治助理人
選，特區政府會在稍後公佈其餘人選。
據了解，副局長薪酬定於局長薪酬的
65%至75%之間，即是由約21萬至25萬
元。政助薪酬就是局長薪酬的 25%至
35%，即是約8萬元到11萬元。
政府稍後將公佈其餘2名副局長和6名政

治助理人選。

經驗背景各異 政治光譜夠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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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傳媒
提問時表示，特區政府在用人上都是秉持
三個因素，即用人唯才、被委任者有心有
力、有承擔，及認同本屆政府施政理念，
昨日公佈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名單可見，
有來自不同專業和背景，也有年輕和經驗
豐富的人，「可以說政治光譜也好、經驗
背景都好，都是相當闊，所以今次能夠配
合到我們這屆政府，我相信可以發揮到團
隊精神。」
對於有人反對蔡若蓮任教育局副局長，張

建宗呼籲大家一定要客觀看有關事情，「因
為蔡女士的的確確是一個資深教育工作者，
她除了在教學有很豐富經驗外，她亦是在課
程發展有豐富經驗的一個教育家，可以這樣
說，因為她以前曾在前教育署工作，負責課
程發展，是一個相當有心的教育家。所以大

家一定要給些時間、給些空間每一個副局
長、每一個政治助理。他們需要少少時間適
應，大家一定要有一個包容態度。」

邱騰華喜有見多識廣者加入
多個政策局都對相關任命表示歡迎。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下午落區
到北區參觀，被問到政府即將公佈的副局
長名單時表示，他很開心物色到一位有經
驗的朋友出任副局長，及一名比較年輕的
人做政治助理。他指出，雖然局內有很多
有經驗的公務員幫忙，但該局工作範圍廣
泛，包括旅遊、電訊等，需要與各界別人
士接觸，故要有見多識廣、來自不同階層
和界別的人加入。

楊潤雄料與蔡若蓮相輔相成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亦表示，歡迎蔡

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指她有20多
年的前線教育工作及社會和教育服務經
驗，相信兩人能相輔相成，同為本港教育
作出貢獻。

陳肇始讚徐德義非常有經驗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探訪醫院後

回應傳媒提問時，讚揚徐德義是一位非常有
經驗的醫生，認為他的臨床經驗、管理醫院
和聯網經驗，都對食物及衛生局未來工作有
幫助，可以協助她推進醫療衛生的政策。
另外，警方發言人也表示，警隊歡迎區志

光獲委任為保安局副局長，指他過去30多年
服務警隊期間表現卓越，對警隊的發展和香
港的治安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警隊相信，
他會在保安局內協調所有紀律部隊，為市民
提供優質服務。警隊亦會繼續與保安局衷誠
合作，致力維持本港的安全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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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表示，新
委任的副局長和政治
助理均是認同她的競
選政綱及新一屆政府
的管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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