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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指控政府人事安排 反對派又搞政治霸權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難以明白委任教育局副
局長蔡若蓮，會提升至與教育界「開戰」的層面。
她強調自己用人唯才，不以政治立場先行。無論資
歷能力熱誠，蔡若蓮都勝任教育局副局長一職。反
對派完全不理這些要素，只問背景立場，偏執地以
政治思維和自己的政治價值，對蔡若蓮妄作政治判
斷，對政府按照用人唯才原則的任命作出政治指
控，顯示反對派在搞「以我劃線」、「唯我獨尊」
的政治霸權。所謂的「政治任命」，恰恰是以政治
凌駕專業的無理指控。
蔡若蓮具有亮麗學歷，教育前線工作經驗豐富，曾
任中學校長、於教育局負責校本課程，熱心幫助業界
人士圓夢，出任教育局副局長資歷及能力足夠有餘，
亦得到學界頗有聲望人士，包括元岡幼稚園校長呂麗
紅和鮮魚行學校前校長梁紀昌等資深同行的支持。因
此，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符合特首林鄭月娥廣
納賢能、用人唯才的管治理念，完全以蔡若蓮的能力
表現作為任命的依據，並無摻雜其他政治考慮。
相反，反對派一早就以政治劃線，因為蔡若蓮有
愛國愛港、教聯會背景，就企硬反對她出任副局長
之位，罔顧事實，刻意貶損，形容蔡「能力不
高」、「得不到業界認同」，更指是林鄭月娥受到
外來壓力後作出的「政治任命」。這一說法已被林
鄭月娥否認，指出言論不盡不實，令人失望。顯
然，反對派抱持的是只問立場不問才幹、對人不對
事的態度，把教育領域視為其「禁臠」，只要是愛
國愛港人士，再有才能亦不容進入教育問責團隊。

這種做法，完全不是考慮如何提升教育水平，而是
以政治立場為前提，力拒愛國愛港人士入局，以政
治思維凌駕專業需要。
林鄭月娥上任後強調促進社會和解，首推的政策
就是增加 36 億教育撥款，以誠意和善意努力改善與
反對派的關係，有關的政策亦受教育界的歡迎。改
善關係是雙向的，需要雙方相向而行。教育局副局
長任命一事，因不遂反對派的意願，反對派立即反
枱，更上綱上線，指責政府對蔡若蓮的任命「不光
彩、充滿政治性」，「漠視民意，摧毀與教育界的
互信」，「勢令日後管治更加艱難」，甚至把蔡若
蓮的任命視為政府向教育界「開戰」，這才是赤裸
裸的威脅恐嚇，向政府下「戰書」。是誰強詞奪
理、無理指控，是誰因自己的政治偏見破壞大和
解，公眾一目了然。
任命問責官員是特首的權力，相關的政黨、團體
可以就人選理性討論，提出意見，推薦人才。但
是，如果自恃在業界有一定影響，就對政府的人事
安排指手劃腳，頤指氣使，甚至將團體的意見強加
政府頭上，逼政府全盤接受，否則就「全面開
戰」，這是搞政治霸權，干擾施政，意圖越權，特
首、政府絕不應該被威脅，市民亦不會支持。
任命蔡若蓮做教育局副局長，發揮不同背景人才
的智慧、才能、經驗，有利提升管治成效，為教育
界帶來新景象。反對派將任命政治化，搞「政治掛
帥」，令教育政治化，非市民所願，此舉不得人
心，威脅不會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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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公屋出售政策 不失照顧基層功能
樓價升勢瘋狂，公屋售價也屢創新高。
「公屋呎價王」單日兩刷新紀錄，先是將軍
澳景林邨創出呎價 15,359 元成交，黃大仙鳳
德邨後來居上，旋即以 15,476 元打破紀錄，
成為全港公屋新高，呎價堪比港島指標屋苑
海怡半島、直逼近月市區新盤水平。 樓價高
企，部分負擔能力較弱的基層市民，連居屋
也買不到，要買公屋，但炒風殺入公屋市
場，公屋呎價竟然媲美私樓新盤水平，使公
屋背離照顧基層市民的功能。政府有必要檢
討公屋出售政策，認真考慮公屋的功能和定
位，公屋必須以照顧基層市民住屋需要為
本，不能淪為炒賣牟取暴利的工具。
公屋是用來住的，不是拿來炒的。現時樓價
高企，私樓樓價一浪高於一浪，炒風更蔓延至
可出售的公屋，出現「癲價」公屋王，反過來
又刺激私樓樓價再飆，形成惡性循環。本港有
大批市民正苦苦輪候上樓，「3 年上樓」的目
標早已不能達標，致使 20 萬人不得不居住在
高價出租房甚至環境惡劣的「劏房」，市民對
此怨氣不小。近年由於土地供應不足，公屋落
成進度未如理想，但另一方面，有人通過出售
「天價公屋」獲取厚利，更加重公屋供應的緊
張，拖長市民輪候公屋時間。
香港與新加坡兩地人口密度差不多，但新
加坡基本上不存在住房問題，原因是新加坡
人有高達近 9 成人居住在政府興建而由居民擁

有產權的組屋。新加坡同時亦有私人住宅市
場供自由購買，但組屋只限新加坡公民購
買。新加坡每個家庭可享受兩次購買組屋的
權利，規定只有在已購組屋住滿 5 年後，可再
申請購買更好的組屋，但必須在 6 個月之內出
售現有組屋。如果用完兩次申購資格還想更
換住房，一種選擇是在商品房市場上購買私
房，另一種選擇是在組屋市場購買二手組
屋。關鍵是二手組屋市場雖然為自由交易，
但申請資格仍受到嚴格限制，因此組屋沒有
炒賣之風。
香港的住屋市場與新加坡當然不能簡單類
比，因為基本設計的概念和運作機制有較大
差別。新加坡對照顧基層基本居住需要的組
屋，施加了必要的限制，防止市場炒風，這
值得香港思考和借鑒。香港住房痼疾已到非
解決不可的時候。要更好解決基層住屋需
要，除增加整體土地、房屋和公屋供應外，
檢討公屋出售政策，也是其中一個途徑。公
屋應回歸照顧市民的功能，滿足基層市民的
住屋需要，即使可出售流通，亦要着眼於不
失去基本功能。香港可以參考新加坡組屋的
做法，公屋出售應只限於特定的對象，例如
綠表人士，要設資產審查，不宜完全市場
化，否則會失去公屋本來的功能，使社會對
公屋的認識出現偏差甚至扭曲，加劇整個樓
市的狂亂。

專組辯供地 冀下月開會
以非官方及專家為主 林鄭速應對盼年多有共識

間提出成立專責小組，讓社會就長遠土地供應來一場「大
辯論」。她昨日表示，專責小組將於本月成立，以非官方
及專業人士為主，希望下月舉行首次會議，在一年多的時
間內與各界討論並建立廣泛共識。對於政綱上的「港人首
置上車盤」及容許未補地價居屋放租建議，她指前者的前
提是有足夠房屋供應，後者就已要求運輸及房屋局研究，
以解決部分家庭居住環境惡劣的問題。林鄭又形容，新一
屆特區政府上任首月工作努力、充實，希望團隊往後能落
實管治新風格，為市民做實事。

憂心上樓難 要馬上去做

新班子「滿月」工作努力充實

她強調，必須立刻正視上樓難
的問題，「我對於這個現象很擔
心，所以亦需要馬上去做工作。
過去一個月，我們在內部做了一
些工作，在適當時候會向市民、
社會交代。」
林鄭重申，香港或許不是缺乏
土地，而是缺乏開拓土地的共
識。因此，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已
籌備在本月成立專責小組，由專
業及非官方人士領導，在一年多
的時間內完成社會上的「大辯
論」，檢視未來香港土地的來
源，並謀劃長遠政策，為香港社
會、經濟、市民的需要提供土
地。林鄭希望專責小組下月就可
以召開首次會議，強調小組需要
努力跟各界討論，希望能夠建立
廣泛共識。

昨日是新一屆特區政府正式上
班的「滿月」日，林鄭形容期間
工作努力、充實，包括成功推出
教育新資源、公佈「一地兩檢」
方案及在夏季流感高峰期到公立
醫院探訪。其他司局長也出席大
量活動，包括 20 次立法會事務委
員會會議、10 多次落區探訪、10
多次傳媒聚會和接受過百次傳媒
訪問。
她指出，特區政府正就其首份施
政報告諮詢意見，她正與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見各
界，而為了更早建立團隊精神，也舉
行了與司局長的集思會，和與近百個
常任秘書長和部門首長的研討會，希
望整個問責團隊和高層官員在未來都
能夠落實、履行管治新風格，為市民
做實事。

首次外訪揀星泰 加強與東盟合作

她說：「作為新一屆政府的開始，我作為行政
長官，能夠去一些東盟國家率先對於東盟國家領
導對於我們今次自由貿易協定商討給予的協助，
都是一個適當做法。」
昨日抵達新加坡後，林鄭會見傳媒時指，新加
坡政府有值得香港參考學習的地方，但兩地的政
治環境很不同，不是要把新加坡政治體制搬來香
港，而香港亦有一個新加坡不具備的優勢，就是
「一國兩制」。

■ 林鄭月娥拜會中國駐新
加坡大使陳曉東。
加坡大使陳曉東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啟程訪問新加坡和泰國，展開她上任後
首次外訪。她表示，東盟是香港第二大的貨物貿
易夥伴，雙方的自由貿易協定討論大致圓滿結
束，期望年底前正式簽署。她昨日抵達新加坡後
向傳媒表示，自己是次外訪是想感謝新加坡政府
跟泰國政府對香港的支持，也希望跟他們有些交
流，並表示會看新加坡最新的文化設施。
林鄭月娥昨晨離港前對媒體表示，今次出訪新
加坡和泰國是鑑於香港與東盟關係非常密切，今
日東盟十國加起來是香港第二大的貨物貿易夥
伴。在過去幾年，為了加強香港與東盟在經貿投
資方面的關係，雙方進行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的商
討，商討大致上成功圓滿結束，希望在今年年底
前能夠正式公佈並簽署。

盼政府推經濟發展更進取
被問及早前向新加坡媒體表示希望香港政府積
極有為，是否表示不再奉行「大市場、小政府」，
林鄭表示，積極有為與「大市場、小政府」並無衝
突，即使一個小規模的政府都可以是積極有為、進
取的。她表示希望本屆政府，特別在推動經濟發展
方面能夠更加進取一些。
林鄭月娥昨日拜會了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陳曉
東，參觀了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及新加坡亞洲文明
博物館，並出席了「李福志．新加坡之子．香港
攝影師」攝影展開幕典禮。她會在新加坡逗留兩
日，與新加坡政府高層官員會面，出席香港特區
成立 20 周年活動的開幕典禮，並參觀創新數碼
服務實驗室、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及公共服務學
院。之後，她會轉往曼谷，與泰國政府高層官
員、泰國和其他東盟國家的商界人士會面，亦會
與泰國創意工業的主要企業代表會面，探討合作
機會，星期六返港。

跨局合作分享「帶路」資訊 共商大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聯同新任副局長
陳帥夫及陳百里與傳媒聚餐，並大談新
屆政府重點工作，包括「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及政改等。邱騰華指出，
「一帶一路」不單是國家政策，亦是全
球商機，未來會擴大及重組工業貿易諮
詢委員會，實行跨局合作及分享「一帶
一路」資訊之餘，也會討論大灣區的事
宜。聶德權則稱，「重啟政改一直在腦
■左起：陳帥夫、聶德權、邱騰華及陳百里。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海裡面」，但由於議題富爭議性，實際

推動要視乎社會環境及氛圍，在有把握
的時候才做。
兩局四男齊齊到場會見傳媒，邱騰華
稱，香港作為國家主要窗口城市，在
「一帶一路」政策下既可以走出去，也
可以引進來，並稱東盟 10 國在過去 20
年成為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東盟與中
國合作也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如法
律、金融、保險等。

加強與內地各省市聯絡
聶德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位置是

「一帶一路」倡議的其中一個接點，區內
廣東省本身具生產及轉化為商業的發展優
勢，香港則有科研人才等優勢，互相配合
將能有助「一帶一路」發展。他表示，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將負責跨局協調工作，與
內地有關部委緊密聯繫和溝通，稱未來會
多跑回內地，與各省市人士聯絡及合作。
聶德權續指，「重啟政改一直在腦海裡
面」，但由於議題富爭議性，實際推動要
視乎社會環境及氛圍。
他稱，未來首要工作是要促進不同持份
者及政黨彼此了解和信任，為重啟政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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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
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
示，希望在具爭議性議題上建立
共識，其中在重開政府總部東翼
前地方面，她要求相關部門檢視
管理及保安，3 個月內作出決
定，又要求新聞處處長以開放包
容的態度，研究讓網媒採訪政府
的記者會及活動。對於兩件事都
正進行司法覆核，她引用終審法
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早前的言
論，表示希望往後具爭議性的政
治或政策議題，可由政治或政策
本身來解決，而非法律。
林鄭月娥表示，無論重開政總
東翼前地，抑或讓網媒採訪政府
活動，都會以開放包容、積極正
面的態度去處理。她重申，從政
府尊嚴去考慮，應該重開東翼前
地，故已要求相關部門檢視有關
管理及保安的工作，在 3 個月內
向她提交報告，作出決定。
她又指，自己在競選期間歡迎
網媒採訪，但政府目前政策沒有
這安排，已要求新聞處處長詳細
研究機制，再和記協等傳媒代表
溝通。
林鄭希望兩件事都能夠盡早圓
滿解決，但提到兩件事都現正進
行司法覆核，「我記得終審法院
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先生都說過很
多次，法庭不是用來解決政治問
題的地方。」她認為，具爭議性
的政治或政策議題，必須由政治
或政策本身來解決，如果放上法
庭，法庭也只能以法律條文來處
理。

個月內決定

昨日會見傳媒時，主動提到香港
市民最關心房屋問題，雖然最近
公佈未來三四年的潛在一手樓供
應達 9.8 萬個單位，是有紀錄以來
新高，但 6 月私人住宅樓價按月上
升 0.7%，連升 15 個月，今年上半
年累積升了 9.3%，加上今年首季
按揭供款佔家庭入息中位數升至
66.1%，反映薪金升幅無法追上樓
價升幅，普通家庭供樓佔了三分
二收入。

政策方面，林鄭說會按政綱提
出的幾點來做，包括調校香港的
房屋政策，使之更加以置業為主
導；處理資助房屋出售時的定價
問題；當有房屋供應時，就設計
「港人首置上車盤」，讓現時資
產和入息未能受惠於資助房屋的
家庭，都有機會透過政府的協助
置業。
她又關注短期租務市場，已要
求運房局研究如何讓未補地價的
居屋出租或分租，從而解決一些
居住環境比較惡劣的家庭需要。

林鄭月娥上任一個月以來，較
少評論土地及房屋問題。她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左三
左三）
）在新加坡文化
在新加坡文化、
、社
區及青年部高級政務部長沈穎（
區及青年部高級政務部長沈穎
（左二
左二）
）
陪同下，
陪同下
，參觀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參觀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

是否重開東翼前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特首林鄭月娥在競選期

■政府正研究政總前地是否重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好鋪墊。
另外，今日履新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候
任副局長陳帥夫稱，獲得局長聶德權引薦
加入問責團隊，未來會以工作報答他的知
遇之恩。
他笑稱，自己是從報章得悉自己將獲得
副局長一職，形容新聞界工作十分重要。
聶德權補充，陳帥夫在政務職系工作逾廿
年，熟悉政策制定及不同崗位的工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說，感
謝該局局長邱騰華選了他擔任副手，而他
在加入政府前在私人市場打滾，也有創
業，「有成功也有失敗，感受到業界遇到
的挑戰」，未來會加強與立法會、商會及
傳媒的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