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透露，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將應邀於下月23日出席立法會午宴，並相信對方將有機會發

言。秘書處稍後會邀請全體議員參加，希望議員踴躍出席。多名建制派立

法會議員表示，中聯辦是中央駐港機構，和立法會加強溝通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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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應邀交流
下月赴立會午宴

去年11月13日，王志民在上任後
首次宴請建制派議員，宣講十九

大精神，出席者包括梁君彥及建制派
多個黨派的代表。梁君彥昨日宣佈，
王志民將應邀於下月23日出席立法會
午宴的消息。

梁君彥盼全體議員出席
他指出，中聯辦和立法會都是為香

港市民做事，是次午宴屬禮節性，與
立法會2013年宴請時任中聯辦主任一
樣，屆時不會有其他香港特區官員出
席，純為議員與中聯辦人員之間輕鬆
的午宴及溝通。
梁君彥估計，王主任在午宴上有機
會「講少少嘢」，但目前仍未有安

排。秘書處稍後會發信邀請議員參
加，他希望所有議員都有機會藉此與
王志民主任輕鬆地溝通。
被問及類似宴請會否成為中聯辦與

立法機關的恒常溝通機制時，梁君彥
表示，要看時任立法會主席的安排，
自己不能夠替日後的主席作決定。

建制歡迎宴請安排
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普遍歡迎是次宴

請的安排。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
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
逢國認為，中聯辦和立法會加強溝通
是一件好事，希望反對派議員能夠放
下成見，盡量出席有關活動。
立法會工業界（第二）議員吳永嘉

指出，作為中央駐港機構，中聯辦官
員多與各界溝通、了解香港的實際情
況，是十分正常的，相信屆時除王主
任外，中聯辦還會有官員出席，讓議
員可以就不同範疇與中聯辦加強溝
通，是很好的安排。

在反對派方面，民主黨議員林卓廷
聲稱要留待該黨黨團討論，目前未知
是否會全體民主黨議員出席，但相信
會派代表出席。
同黨的涂謹申也稱，是次為禮節性
飯局，黨員可自由決定是否參與，但
稱自己倘有機會見到對方，即使是30
秒、1分鐘，他也會「爭取」向對方表
達港人對「真普選」的訴求。

反對派個個扭擰話要諗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稱，該黨要再商

討才決定是否出席。教育界議員葉建
源指，要看時間是否許可，倘有空就
會出席。「新民主同盟」、「議會陣
線」議員范國威稱，他要與「新同
盟」及「議會陣線」研究出席與否，
但稱個人傾向倘屬禮節性會面，自己
多數不會出席，但如屬實務性的會
面，像上屆特區政府安排議員與中聯
辦法務部官員會面談政改一樣，他就
會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4
名由補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陸續向
立法會申報個人利益。不過，昨日新
加入「議會陣線」的區諾軒及范國
威，就漏報作為區議員的受薪工作，
而前者申報持有的物業，更與憲報補
選公告顯示的住址不同。
根據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區諾軒

在「受薪工作及職位等」一欄中，申
報為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專上學院兼
職講師，但沒有申報自己是南區區議
員。

無報區員職 物業話代揸
同時，他申報在西貢區富藍選區持

有一個住宅物業，但在憲報補選公告
中，其主要住址卻是觀塘一私樓單
位。他回覆傳媒查詢稱，自己是
「代」家人持有物業，婚後和太太租
樓共住。
范國威就只申報為公開大學兼職導

師，同樣沒有申報自己是西貢區議
員。不過，他在上屆就有向立法會申
報區議員及兼職導師兩份受薪工作。
相反，民建聯的鄭泳舜就循規蹈

矩，申報為深水埗區議員及上訴審裁
團（建築物）成員，就連其在兩個非
牟利社團的非受薪董事身份也出現在
登記冊。
至於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

界的謝偉銓，就已申報在補選期間獲
得38萬元選舉捐贈，當中顯示他獲舊
東家、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支持，捐
出10萬元，及恒基地產高層黃浩明、
梁樹基和梁錦亮各捐出5萬元。他強調
不會因捐款而對將來決策有所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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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無朋友」的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咖喱飯），與「自決
派」區諾軒（「獨軒」）循補選進入立法會後，
昨日宣佈會加入「議會陣線」，令原先只有4人
的「議會陣線」，成為反對派第二大板塊。他們
承認，各成員在部分議題上的立場南轅北轍，故
他們不會綑綁投票。
為了「抗衡」民主黨、公民黨和「專業議
政」，增加自己講數時的「牙力」，4名「自決
派」及激進派議員，包括毛孟靜、朱凱廸、梁耀
忠及陳志全此前成立所謂「議會陣線」。
上屆與毛孟靜「緊密合作」，大打所謂「本土

優先」名堂的范國威昨日就宣佈「歸隊」，原屬
民主黨的區諾軒亦投向作風激進的「議會陣線」
的懷抱。陳志全向兩人送上禮物，包括送區諾軒
一個護腰，稱根據過往「議會抗爭」的經驗，很
容易扭傷腰骨；范國威則獲贈一部大聲公，稱可
以對抗主席「熄咪」云云。
他們在記者會上聲言，成員在部分議題上的立

場南轅北轍，但相信可以通過溝通達至「較好」
的合作。有記者就問范國威，指他一向鼓吹「本
土優先」，但朱凱廸及區諾軒則是「左膠」。范
國威回應稱，6人會作不同的分工，但會聯合提
出訴求，以發揮「最大作用」。毛孟靜則稱，
「左膠加右膠，可以係萬能膠。」

咖喱「獨軒」埋堆
「議陣」膠上加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於
立法會補選成績未如理想。研究公共行政多
年的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昨日認為，
他們要思考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及未來在香
港扮演的角色，不能再純粹當否定者，違背
社會期望。
張炳良離開特區政府後，重返曾出任校長
的香港教育大學（前身為教院），當公共行

政學系研究講座教授。他昨日出席電台節目
時表示，自己進入政府前後的體會相差不
遠，都覺得行政立法之間的角力及競爭是正
常的。
他指，議員問政、找出問題是他們的責
任，但有些議員比較熟書，既有策略也有風
度；有些就旨在形式，取得鎂光燈注意就認
為是交到功課，提出的質疑經不起挑戰，甚

至流於為講而講。

應思考與中央關係尋新路線
本身是前民主黨黨員的張炳良提到，反

對派未來走什麼路線是一大問題，他們要
思考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及在議會以至整
個香港的角色及作用，「如果他們只是扮
演否定角色，總之要令事情發生不到，長

遠是不行的，因為整個社會希望有所建
設。這是『泛民主派』多年來遇到的兩
難。」
他更指出，即使在政制發展方面，反對派

在高喊爭取「真普選」時，也要思考下一步
應怎樣做，不能就此劃上句號。
被問到憲法經修訂後，提出「結束一黨專
政」者是否不能參選立法會，張炳良說不會
揣測，要留待有關官員決定，但認為憲法精
神並沒有因是次修訂而改變，都是強調了中
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

另外，對於特首林鄭月娥日前指有反對填
海造地者「代海出聲」，呼籲社會為劏房兒
童發聲，曾主管房屋政策的張炳良表示，這
並不會將社會推往對立，也不會影響下月開
始的土地供應諮詢「大辯論」。

同意要為劏房童發聲
他同意要為劏房兒童發聲，因去年已有約

9萬個劏房戶，而社會也普遍認為劏房地方
細、環境差、租金昂貴，強調不能迴避問
題，每個解決方法都說不行。

張炳良：反對派失票 證不能一味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今屆特區政
府着重青年發展工作，青年發展委員會昨日公
佈委員名單。新的青年發展委員會將納入現屬
民政事務局的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事務委員
會主席劉鳴煒將任副主席，34名非官方委員平
均年齡為35歲，包括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
匹克委員會副會長及奧委會青年委員會主席霍
啟剛、足球女教練「牛丸」陳婉婷、香港大學
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職業訓練局理事會
成員梁宏正等。委員會將研究及討論青年人關
注的政策議題，特別是與青年「三業三政」相
關的工作，而首次會議將於下月舉行。

劉鳴煒任青發委副主席
特區政府昨日公佈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名
單，主席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擔任，副主席由
劉鳴煒出任，還有34名非官方委員及8名當然
委員（見表）。他們任期由今年4月1日至
2020年3月31日止，為期兩年，委員會首次會
議將於下月舉行。
張建宗表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017年

施政報告中宣佈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加強政
府內部政策統籌，從而更全面及有效地研究及
討論青年人關注的政策議題，特別是與青年
「三業三政」相關的工作，即關注青年的學
業、事業及置業，並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
政。
他指出，政府是次委任的委員會非官方委員
甚具代表性，包括社會領袖及青年發展相關界
別的專家和持份者，平均年齡為35歲，其中超

過一半為35歲或以下的青年委員。

3人經自薦計劃獲委任
張建宗指出，委員會是首個透過青年委員自
薦試行計劃招募並委任青年委員的政府委員
會，其中3名青年委員通過自薦計劃委任，包
括主修環球中國研究的香港科技大學一年級生
鄭康煥；香港體育舞蹈界的精英運動員吳森雋
及醫院管理局駐院醫生、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
得獎者陳寶玲，從503名合資格申請者中脫穎
而出，展現了無比的決心和熱誠投入委員會的
工作。
他介紹，青年發展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包括監

督青年相關政策、策略和措施的檢討、制定和
落實；督導及加強決策局、政府部門及其他持
份者的協作，以推行與青年相關的政策、策略
和措施，並就青年工作推動跨界別協作，及推
動青年參與及收集他們對與青年相關的政策、
策略和措施的意見，包括舉辦行政長官青年高
峰會等。
委員會轄下將設3個專責小組，包括青年交

流和實習專責小組、青年發展基金和計劃專責
小組及青年外展和參與專責小組。
張建宗感謝青年事務委員會在過去作出的重

大貢獻，並強調青年事務委員會自成立以來，
一直就青年事務提出寶貴務實意見，為未來青
年發展工作奠下堅實基礎，又感謝劉鳴煒的出
色領導，令大眾對香港青年發展關注度提高，
並相信新任委員將在不同崗位上繼續支持青年
發展工作。

青發委34非官委人均35歲
新

的青
年發

展委員會共有34名非官
方委員，較為人熟悉的
是東方龍獅足球隊教練
陳婉婷（牛丸）及前電
視新聞主播盤翠瑩，亦
有多個具政黨背景者，
包括前教育局局長政治
助理、自由黨中西區區
議員楊哲安，前立法局
議員吳明欽之女吳思
諾，及經民聯青委會主
席、現任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的兒子梁宏正。
在委員會非官方委員

中，包括了「商二代」
龍昌投資有限公司聯席
董事的梁毓偉，他的父

親梁麟是做玩具起家，生於廣東
東莞常平，被譽為「愛國企業
家」。還有「建築工程界第二
代」的何力治，他的父親何顯毅
是本地著名建築師，中聯辦大樓
是出自其手筆。他還是香港貿易
發展局「一帶一路」委員會及其
專業服務工作小組的召集人，也
是香港建築師學會的理事。
在來自政界的委員方面，前立

法會議員楊孝華兒子、前教育局
局長政治助理楊哲安獲委任，他
現為自由黨中西區區議員。還有
現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兒子梁
宏正，政府介紹他從事服裝行
業，同時是扶貧委員會、職業訓
練局理事會、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遊業策略小組及法律援助服務
局的成員。另外，前立法局議員
吳明欽之女、現任民主黨九龍西
支部社區主任吳思諾亦獲委任。

來源界別廣 公職經驗豐
除了政商界代表外，委員會還

有不同界別人士，包括執業大律
師范凱傑，他是禁毒常務委員會
和消費者訴訟基金管理委員會委
員。
羅馬歌劇院駐院女高音鄺勵

齡，她曾在2014年獲香港藝術
發展局頒新秀獎。並有香港大學
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中手
遊科技集團創始人及副董事長冼
漢迪等。
部分委員是從原青年事務委員

會「連任」，包括霍英東集團副
總裁霍啟剛、民建聯荃灣區議會
議員林琳、匯寶集團主席兼香港
青年聯會主席郭永亮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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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名單
主席
張建宗 （政務司司長）

副主席
劉鳴煒 （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非官方委員
陳浩庭 （執業律師）
陳寶玲* （醫院管理局駐院醫生）
陳博智 （西貢區議會議員）
陳婉婷 （東方龍獅足球隊教練）
鄭仲文 （註冊社工）
鄭康煥* （大學生，主修環球中國研究）
范凱傑 （執業大律師）
霍啟剛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副會長及奧委會青年委員
會主席）

何卓彥 （口琴演奏家）
何力治 （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

何玉芬 （中學校長兼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副
主席）

郭永亮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
鄺勵齡 （羅馬歌劇院駐院女高音）
林 琳 （荃灣區議會議員）
劉詩韻 （香港房屋協會執行委員會會員）
梁卓偉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
梁宏正 （職業訓練局理事會成員、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兒子）
梁毓偉 （投資公司聯席董事）
李原曦 （大學計算機科學系講師及碩士課

程副總監）
馬德仁 （政策研究主任）
吳森雋* （香港體育舞蹈界精英運動員）
吳思諾 （執業大律師）
盤翠瑩 （前新聞從業員）
冼漢迪 （互聯網專業協會副會長）
蕭景威 （香港紅十字會董事會成員）
唐麗萍 （金融服務機構高級法律顧問）

竇一龍 （註冊社工）
謝曉虹 （明匯智庫研究主任）
徐小龍 （註冊測量師）
Rizwan Ullah （教師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
葉沛霖 （精神科專科醫生）
姚國威 （元朗區議會議員）
楊哲安 （前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
余嫿 （時裝設計師，傑出青年協會

主席）

當然委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教育局局長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註：通過自薦計劃獲委任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將應邀於下月23日出席立
法會午宴。 資料圖片

■區諾軒漏報自己是南區區議員。 網頁截圖

■范國威上屆有申報是西貢區議員，今屆就漏
報。 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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