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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粵港合作 獻力「帶路」灣區
謝鋒：依託駐外使館人脈資訊 助港發揮優勢迎新機遇

事務委員會 主席 副主席

資訊科技及廣播 莫乃光 葛珮帆
事務委員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 麥美娟 尹兆堅

民政事務委員會 馬逢國 容海恩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林健鋒 楊岳橋

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 何俊賢 郭家麒
事務委員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 蔣麗芸 葉建源

工商事務委員會 胡志偉 邵家輝

司法及法律事務 梁美芬 郭榮鏗
委員會

立會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出爐
事務委員會 主席 副主席

保安事務委員會 陳克勤 涂謹申

發展事務委員會 張宇人 劉業強

人力事務委員會 郭偉强 張超雄

財經事務委員會 梁繼昌 張華峰

交通事務委員會 易志明 林卓廷

政制事務委員會 廖長江 周浩鼎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 潘兆平 譚文豪
員工事務委員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 陳淑莊 何君堯

衛生事務委員會 李國麟 陳沛然

福利事務委員會 邵家臻 鄺俊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18個事務委員會，昨日選出新一年度的
正、副主席。
儘管建制派與反對派早前已就各事務
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就此達成協議，但
在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時，民主黨
議員黃碧雲未有理會協議，自行提議教
育界議員葉建源，與民建聯議員蔣麗芸
競逐主席職位。葉建源在投票後落敗，
在無對手下擔任副主席。
18個事務委員會昨日的正副主席選舉
基本順利完成（見表）。其中，12個委
員會的主席由建制派議員擔任，反對派
議員出任副主席，包括教育事務委員
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等，部分具
爭議性的委員會則由建制派包辦，包括
由建制派「班長」廖長江及民建聯議員
周浩鼎出任政制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
發展事務委員會由自由黨主席張宇人和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擔任正副主席。
反對派則於6個委員會當選主席，包括

工商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
委員會等。
其中，公民黨及「專業議政」佔多個

主席及副主席位置，未有預留名額給
「自決派」議員，顯示部分「自決派」
中人喪失議員資格後，三大傳統反對派
刻意瓜分「自決派」在議會內的板塊。

一嚿雲懶理協議博亂失敗
在18個委員會中，教育事務委員會主
席本經協調由蔣麗芸連任，但在提名
時，黃碧雲突然提名葉建源，令在場者
均感錯愕。
有反對派議員私下透露，反對派有

「由有關功能組別議員出任有關政策事
務委員會主席的情意結」，如當年公民
黨法律界議員吳靄儀就獨攬立法會法律

事務委員會十多年也不肯放手，黃碧雲
提名是在「表達一下立場」。最後，蔣
麗芸以8票之差擊敗葉建源，落敗的葉建
源則自動當選為副主席。
在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選

舉期間，民建聯何俊賢順利當選主席。

何俊賢在主持副主席選舉時，多次詢問
是否有副主席提名，但沒有議員舉手回
應，各反對派議員四目交投卻沒有任何
舉動，最終「香港本土」議員毛孟靜匆
匆提名公民黨議員郭家麒，並在沒有競
爭下自動當選。

立會事務委選正副主席
反對派排擠「自決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政府昨日宣佈，現任
機電工程署副署長薛永恒今
日會出任機電工程署署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讚
揚薛永恒擁有豐富的專業知
識及部門運作經驗，兼具出
色的領導及行政才能，深信
他定能帶領機電工程署迎接未來的挑戰。
薛永恒1984年9月加入政府任職助理機電工

程師，於2001年8月晉升為總機電工程師，於
2007年 12月晉升為政府機電工程師，並於
2011年9月起出任機電工程署副署長。

薛永恒掌機電署

謝鋒在題為《粵港澳大灣區：香港與
國際社會的新機遇》的文章中指

出，他今年6月下旬到香港工作，一直在
思考如何發揮外交所長，服務國家和香
港發展。十幾天後，這個問題有了答
案。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視察香
港期間，見證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
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

港利中外交流 作用不可替代
他說：「發揮外交優勢，推動內地+香

港+外國三方合作，促進香港在『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建設中發揮更大
作用，這應該是外交部駐港公署未來一
段時間的一個工作重點。」
謝鋒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中國
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過程中極具發展潛力
和指標意義。香港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一
部分，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大都市，也是
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在連
接中外方面具有獨特優勢。香港在大灣
區建設中不僅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且將迎來自身發展的新機遇。

交通樞紐 潛力大技術佳
他續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國際投

資者而言也是難得的新機遇。大灣區打
造「一帶一路」海陸空綜合物流交通樞
紐，需要打通基礎設施，升級航運物
流；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需要吸引
和對接全球創新資源，推進聯合研發；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需要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
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文化創意等產
業發展；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
圈，需要加大對生態環境、教育、醫
療、休閒娛樂等領域投入。
這些都是新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國

際投資者參與合作的潛力巨大。

全球人脈資源 讓合作結碩果
謝鋒指出，內地+香港+外國三方合作

目前已經有一些比較成熟的模式。如總
部在深圳、生產基地在惠州、海外業務
通過香港的「TCL模式」，內地企業到
香港上市再走向世界的「騰訊模式」、
香港科技靈感在內地大展宏圖的「大疆
模式」等。
他指，這些成功故事充分展現了港粵

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光明前景。
他提到，公署在8月協助四川省在香港

舉辦了「川港澳合作周．走進香港暨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四川推介會」，
嘗試搭建「內地+香港+『一帶一路』有
關國家」三方合作新平台。包括21位總
領事在內的30多家駐港總領館代表、10
多家外國商會負責人、30多家中外媒體
記者逾400人出席。各方興趣濃厚、交流
深入，活動取得圓滿成功。
謝鋒認為，這是駐港公署發揮外交所

長，促進三方合作的第一步。目前香港
有總領館62家，名譽領館61家；外國商

會30餘家；跨國公司近8,000家，其中一
半以上是地區總部；外國媒體雲集。駐
港公署願緊密聯繫粵港兩地，攜手駐港
領團、商會、媒體，依託中國在全球260
多個駐外使領館的人脈和資訊等優勢資
源，推動「廣東+香港+『一帶一路』有
關國家」三方合作，助力大灣區建設。
他最後說：「我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前

景充滿信心，期待香港和國際社會抓住
機遇，三方合作早結碩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載，本

月11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在《南華早報》撰文指出，外交部駐

港公署未來一段時間的一個工作重點，是發揮外交優勢，推動內地、

香港、外國三方合作。公署願緊密聯繫粵港兩地，攜手駐港領團、商

會、媒體，依託中國在全球260多個駐外使領館的人脈和資訊等優勢

資源，推動「廣東+香港+『一帶一路』有關國家」三方合作，助力大

灣區建設，促進香港在「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建設中發揮更

大作用。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及夫人王
丹，於10月10日應邀出席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夫婦舉行的家宴。
雙方就「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看法。

圖：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

財 爺 家 宴 傾 機 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西區山頂選
區補選提名期將於下周一結束。曾表態有意參選
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表示，由於準備時間
不充足，加上立法會復會後工作繁忙，經新民黨
領導層及女兒勸告後決定放棄參選，但不排除在
2019年區議會換屆選舉時披甲上陣。
葉劉淑儀向傳媒表示，自己是山頂區居民，
惟一的物業亦在山頂，個人相當希望參加該區的
補選，但自表態有意參選後，不少朋友都問她是
否還有時間兼顧區議會的工作，她當時回應自己
服務的範圍十分廣泛，由粉嶺到觀塘至紅磡都有
市民找她幫忙。不過，經過諮詢不同意見後，覺
得目前「時機不對」。
她解釋，自己原預計是次補選會在明年初舉

行，但現在「提早」到11月，準備時間不足，
加上立法會新一會期開始，議會工作十分繁忙，
加上女兒不贊同，自由黨主席張宇人也每天都游
說她幫已報名參選的自由黨成員楊哲安助選，為
免因補選影響大家的合作關係，故最終決定放棄
參選，或會改為幫自由黨助選。
不過，葉劉淑儀強調，她不排除會參加2019

年的區選。被問及是否藉此途徑參選2020年的
立法會的「超區」選舉時，她則指目前言之尚早。

葉太聽女兒的話
山頂補選不參戰

俗語有云「補
選近了，你們應
當蒲頭」，但對

一啲反對派嘅「無主孤魂」嚟講，或者
應該係咁：「大黨來了，你們應當消
失。」
中西區區議會東華選區補選，「中西
區規劃及保育街坊聯盟」嘅羅雅寧同埋
「瀆誓四丑」嘅姚松炎本來諗住去馬，
唔理民主黨嘅伍凱欣已經報咗名，不過
到咗噚日，佢哋都話唔會參選，其中姚
松炎就講咗句「尊重協調機制」，好似
有骨落地喎！

羅雅寧同焗退「講大義」挽面子
東華補選下個星期一截止報名，伍凱
欣早前就搶閘，喺幾個黨內要員傍住之
下率先報名。「中西區規劃及保育街坊
聯盟」噚日喺facebook話，本來佢哋考
慮參選，原意是畀「公民社會」參與議
會，推動「民主規劃」同「共議地區議
程」，但目前佢哋唔想補選變成「非建
制」之間對陣，故此曾經考慮代表佢哋
出戰嘅姚松炎同羅雅寧決定唔會參與補
選。
姚松炎同羅雅寧都喺fb回應返，前者
話「感謝各位支持，尊重協調機制」，

後者更「大義凜然」咁講：「這個決定
不會影響我們參與地區工作，因為我們
為的不是一個議席，而是為了令香港更
美好。」

大台分身「謝票」「人力」翻鴿舊賬
負責反對派協調工作嘅「民主動力」

就發聲明話「誠意感謝」佢兩個，並期
望「民主及非建制陣營」合力協助東華
補選，爭在未響埋民主黨同伍凱欣個
朵。
「民主動力」召集人趙家賢更加去咗

姚松炎個fb度「謝票」，留言話「十萬
分感謝」，仲好似嫌未夠誠意，加埋合
十同叩頭嘅表情符號（emoji）。不過，
趙家賢本身係民主黨成員，其中有無利
益衝突就不得而知嘞。
「人民力量」副主席蘇浩就做炸兩，

揶揄民主黨道：「白鴿（民主黨）硬上
馬的確是贏了一仗，但長遠將失去他們
在中西區地區的戰役。……中西區近年
人口結構已大幅改變，公民意識亦十分
高，白鴿繼續用這態度拒絕與民間團體
結盟合作，將跟不上改變。」
一班唔妥「大台」、大黨主義嘅「黃

絲」，同樣唔多高興。「Hon Kuen
Ma」批評：「民主黨真大枝嘢， 成日靠

或要求人讓路。」「David Cheng」亦都
話：「真正民主是讓市民可以自由選
擇，唔係由少數人代為選，有志者應全
部出來選，唔應該剝奪市民的選擇
權。」
「Samuel Poon」就為民主黨辯護：

「公平啲。民主黨吳永輝（去年立法會
選舉）都有讓路給姚松炎，才可打敗謝
偉銓，贏了立法會議席。而且伍凱欣在

東華不是空降。」但係「Angus Hong」
就話：「讓路是應該，但民主黨一副歡
迎挑戰咀（嘴）臉好鬼乞人憎。」
「Yang Ho Ching」更加大嘆：「我唔
想去投票了。有冇搞錯！」
都唔係無得揀嘅，因為截至噚日為
止，已經報名參選東華補選嘅仲有新會
商會學校校長、獨立嘅呂錦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鴿黨分餅迫退選「蟲炎」黃絲葡萄酸

■姚松炎呢句「尊重協調機制」有啲骨喎。 fb截圖

&&
&
1��

■薛永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反對派近年不斷在議會拉布，損害港
人利益。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及建制
派議員急謀對策，日前各自提出多項建
議，但就被反對派「妖魔化」，大肆抹
黑。陳健波昨日在社交網絡反擊，強調
是為了提升財委會的效率，才會提出靠
「兩條腿走路」策略，一是發出「主席
指示」，二為建制派聯署提出修改財委
會會議程序的建議，兩者並不相同，但
反對派議員就將之混為一談，以同一樣
的理由去反對，「擺明就是誤導市
民。」
陳健波在其fb專頁「波哥時事台」環節

中，逐一反駁反對派的論調。他指出，
建制派的聯署包括了多項建議，包括限
制議員提「休會」等。這些建議已安排在
稍後召開的財委會特別會議上討論，屆
時反對派同事可以提出他們的道理，然
後再投票、表決。他身為主席，在這問
題上並無任何角色，並決定不會投票，
以保持主席中立。
不過，「主席指示」並沒有牽涉到修改
會議程序的問題，他行使的是主席現有
的權力，以說清楚將來的會議安排，但
反對派議員就聲言這是「大石砸死

蟹」，證明了反對派議員不了解立法會的運作。

批唔熟規程亂噏呃市民
針對反對派聲言，有關「指示」要先交議事

規則委員會討論，陳健波認為這更證明了他們
「根本無做功課」：2012/2013年度，民建聯時
任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提出過改財委會會議程序，
議事規則委員會當年提交立法會的報告，表明財
委會的事情應由財委會自己負責，毋須議事規則
委員會進一步研究。「反對派作出批評前，應該
翻睇當年的文件，不要誤導市民。」
陳健波並強調，「主席指示」絕對不是「一言

堂」，已經過秘書處及法律部門研究，「我有咩行
差踏錯，會俾人司法覆核，我仲驚過你啦！」
他介紹，自己提出的「主席指示」主要包括

兩項建議：目前硬性規定財委會為每節兩個鐘，
將來就按需要說明該次的會議時間，在有議員行
為不檢被主席趕離場，該日就不能再參與會議，
「呢個唔係新事物，但非建制派就好似發現新大
陸咁，事實上立法會其他18個委員會都曾採用
有關安排，並沿用多年，為何又不反對呢？」
「主席指示」還包括縮短表決響鐘的辯論時間。
他批評反對派過去辯論縮決響鐘時間的理

據，根本不成理由，例如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就曾
稱：「建制派好慘㗎，5分鐘（休息）都無，起碼畀
佢哋去下厠所。」民主黨議員鄺俊宇則稱：「主
席，我要用呢啲時間鬧下你喇。」
陳健波慨嘆，在上一個立法年度，反對派花

在這種「辯論」，就花了5小時43分鐘，而其中
95%的時間，議員都是在30秒內離題。因此，
他將辯論時間定在1分鐘內，絕對合情、合理、
合法。
就反對派聲言「趕住推出主席指示」，破壞

了政府大和解嘅氣氛，陳健波強調，最重要的是
「主席指示」合情合理合法，應做就要做，「若
反對派有心與政府和解，為何千方百計攬住拉布
工具？分明是口不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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