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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煥光料今日交代去留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林鄭公然護短 撐「頭馬」正直

民主黨要求撤換麥齊光

■林煥光今日出席電台節目，相信會
交代辭任行會召集人一事。

【本報訊 】身兼平機會主席的行會召集人林煥
光昨日由北京返港，預計最快今日會交代是否辭去
召集人職務。據知政府盡最後努力，發動親建制社
福界人士力說林煥光留任，但有梁班子成員承認，
對成功游說信心不大。平機會委員馮檢基表明，若
林煥光漠視身兼兩職引發的角色衝突，就會辭職抗
議。
林煥光昨日結束北京活動返抵香港，今日會出
席電台節目，相信會就辭任行會召集人一事交代。
過去幾日特區政府為求挽留林煥光，除了由前平機
會主席、行會成員胡紅玉公開表態，力撐林同時出
任召集人與平機會主席並無衝突外，又透過不同渠

身兼立法會議員的平機會委員馮檢基對近日不
少親政府人士出手，游說其他非政府組織表態，支

【 本報訊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與

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被揭發互租單
位，涉嫌欺詐政府租津。麥齊光昨死

■保育人士昨在政府西座對開炮台里空地舉辦「新潮舞會」，部份人穿着
60 年代衣服載歌載舞。
李家皓攝

撐「問心無愧」
，堅持做法無錯。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更公然「護短」
，力撐

「頭馬」麥齊光為人正直，對他百分百
信任。不過事件已令新政府誠信瀕臨
破產，民主黨今請願要求立即撤換局
長。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認為
當局應徹查事件。

記者：鄭啟源

報昨揭發麥齊光與曾景文不僅互租單位，甚

本 至授權對方出售物業。麥齊光昨透過新聞秘
書再次回應事件，強調在整件事件上問心無愧，
稱由於有投訴正進行，現階段不適宜再評論事件細
節。事件另一主角曾景文繼續迴避，透過新聞處
表示，麥已作交代，沒有補充。本報致電其寓所，
接聽者稱曾不在，說罷「我幫你唔到」即掛線。

■舊政府總部黑鐵閘已
成為松鼠的落腳地。
■前衞生福利司黃錢其濂
昨身穿 60 年代白色鬆身
裙參與舞會。

兩大疑團未能解釋

「問心無愧 」的麥齊光與曾景文，最少有兩大
疑團未能解釋，第一是為何授權對方賣樓，第二
是有否知會當局，名下物業授權對方買賣；法律
界人士指這是確定誰是單位「實際受益業主」的關
鍵，若沒有合理解釋及全面澄清，麥、曾難脫詐
騙租津嫌疑。
麥齊光與林鄭月娥共事數年，被視為林太「頭
馬 」，林昨日形容麥為人正直，關心市民，「百分
百信任 」不會質疑其誠信。她又說新政府上任一
周，想不到傳媒對問責官員施政以外的事，包括
住宅僭建、及公務員互租單位領取房屋津貼作重點
檢視，反映社會對問責官員期望很高。她坦言不
樂於看到這些報道，因會為官員帶來壓力。

王永平促公開交代
特首梁振英無開腔回應，特首辦指公務員事
務局會了解事件，重申所有問責官員在上任前，
均須通過品格審查，但資料不會對外披露。公務
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拒絕評論，麥齊光是否已涉
不誠實申領租屋津貼，但認為政府應展開調查，
麥齊光亦應公開交代。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
李卓人批評，麥齊光涉嫌呃租津證據越揭越多，
令公眾對其信心大失，公務員事務局應主動調查。
他說，立法會今屆會期即將結束，下屆會期必定
繼續跟進。
民主黨今日請願，要求特首梁振英撤換麥齊
光。該黨政務部副部長陳樹英指高層官員一再「護
短 」實屬不智，促請
盡快另覓新局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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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本報訊 】
《 蘋果日報 》入稟控告警方非法禁錮
記者，警務處處長曾偉雄龜縮迴避，拒絕回應事
件。截至周五，警方共收到 8 宗投訴，與國家主
席胡錦濤訪港期間警方的保安行動
有關。

曾偉雄昨日下午出席青年會
「世界公民獎勵計劃 」，以世界公
民導向委員會主席身份頒獎。他
離場時被在場近 20 名記者追問，
會否擔心警方敗訴；會否就事件
致歉；是否影響警隊形象時，只
一再重複說「講咗喇 」，拒絕進一
步回應，也無視記者追問何時回
應；是否逃避等問題，又伸手擋

疑政府企圖製造輿論

持林煥光留任行會和平機會做法不滿，質疑是政府
在幕後發功，企圖製造輿論和作出政治干預。
馮檢基又指林身兼兩職必然有角色衝突，亦令
林兩年多來為平機會建立的獨立性毀於一旦，故要
求林辭去行會召集人一職，他更表明，明天會約見
林，希望林能夠信守承諾，於日內交代去向，若林
堅持身兼兩職，他就會辭任平機會委員，以示不滿。
另一平機會委員謝永齡亦舉例指，平機會主席
猶如球證，行會召集人則是領隊，兩者有角色衝突，
故促請林煥光盡快召開會議並交代抉擇。不過，謝
永齡表示會視乎林煥光如何回應，才決定會否辭任
平機會。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

黃錢其濂出席西座舞會憶當年

「冇黑鐵閘 官民關係close」
【本報訊 】60 年代在政府總部西座
餐廳舉行的「新潮化妝舞會 」昨午在西
座對開、炮台里空地重現。雖然沒有
當紅歌星表演，但一班保育人士及市民
透過懷舊音樂，在只有幾百呎的空地上
翩翩起舞，一起細說西座的歷史，向
政府表達要保育西座的訴求。
花裙、墨鏡、大耳環及鬆糕鞋都
是 60 年代最時髦象徵，約 20 名保育
人士及市民昨身穿 60 年代的衣服，齊
集西座對開炮台里空地，參加民間舉行
的「新潮化妝舞會 」，在樂隊伴奏下，
大家一起載歌載舞；另有參加者化身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諷刺她漠視民意，
堅持拆西座建商廈。

最愛餐廳雞翼及豬扒飯
曾在舊政府總部度過黃金歲月的前
衞生福利司黃錢其濂，也身穿 60 年代
流行的白色鬆身裙出席，她憶述西座餐
廳當年曾舉辦過多次舞會，不少年輕
人、文員及政府官員參加，她最愛吃

曾偉雄拒回應遭《蘋果》控告

伸手擋咪拂袖而去

道動員社福界人士游說林煥光不要辭職。
有梁班子成員稱，早前在一個社福界高層聚
會上，不同社福機構的高層均認同林煥光毋須辭
去召集人一職，又表明會支持林身兼兩職並無角色
衝突，部份人也曾向林煥光表示支持他做行會召集
人，但林似乎對游說不大接受，成功挽留他的信心
不大，「林煥光似乎冇乜反應，我知特首（梁振英 ）
好想佢留低，但係我唔係咁樂觀」。

咪，拂袖而去。
警察公共關係科表示，案件進入司法程序，
現階段不便評論。
上月 30 日《蘋果日報 》記者
韓耀庭在胡錦濤參觀啟德郵輪碼頭
工地時，向胡提問是否聽到港人
平反六四的訴求，即被警方扣留
約十分鐘，《蘋果 》日前正式入稟
高院，民事控告警務處處長曾偉
雄及四名警務人員非法禁錮。
此外，投訴警察課截至周五
下午，共收到 8 宗就警方於國家
領導人訪港進行保安行動而引起的
投訴，其中一宗與警方使用胡椒
■曾偉雄昨拒絕回應有關
《蘋果日報 》控告警方事
噴霧有關，而就警方處理 7.1 公眾
件。
易仰民攝
活動的投訴則有 3 宗。

餐廳的豬扒飯和炸雞翼。西座及中座也
是她接見市民的地方，「以前冇黑色鐵
閘阻隔市民，又冇鐵馬，市民可隨便
出入，令官員同市民可以有更好嘅溝通
渠道，大家關係更 close 」。
黃錢其濂又細說政府總部的歷史，
指西座是「人民之翼 」，見證香港人珍
貴的歷史，要求政府保育西座，「拆咗
就冇，起番都冇意思。中座、東座同
西座應該三位一體，我唔明白點解政府
話要平衡保育，但𠵱家三座拆咗一座，
就好似跛咗一隻腳，或者係一個人被劏
開，攞咗個心出嚟」。她反建議政府，
可保留西座作為日後新設文化局的辦公
大樓。
剛從上海返港的葉小姐昨也身穿懷
舊花裙趕往舞會，她稱，香港歷史建
築物買少見少，「香港拆得太多歷史建
築，全部都係高樓大廈，有乜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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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撐保留西座

Florence：
「政府應該唔
好拆西座，
等年輕人可
以開 p a r t y
學歷史。」

霍小姐：
「 西座係政
府山歷史一
部份，政府
唔可以拆咗
佢。」

稱改建合法 張炳良說法取巧

【本報訊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再度回應
其大埔新購住所拆除 9 幅牆及改動間隔，未有入則屋
宇署申請一事。他指，建築物內進行的工程如並不涉
及結構，可獲豁免入則。不過，有曾在
政府任職的建築工程認可人士卻認為，張
之說法取巧，因為就算有關改動屬豁免，
但設計未必符合要求，不代表一定合法。

浴室旁窗台或要拆走
該名認可人士向本報指出，雖然張
炳良的回應沒有錯，但當中有取巧之嫌。
他解釋，雖然張的大埔相連單位有所改動
屬豁免工程，不過若按其改動的間隔向屋
宇署入則申請的話，屋宇署會提出許多額
外條件，方能符合其他的法例要求。他
舉例，如廚房拆走了牆，其他的牆或門

亦可能有額外要求，方能滿足消防條件。不過他承認
就算無跟足要求，這些都只屬非取締類別僭建物，屋
宇署不會入屋執法。此外，其主人套房內的浴室旁有
窗台，但根據法例，窗台須在睡房或
客廳方能享地積比豁免，但若是設在
浴室，便要計入地積比，故此如單位
的地積比率已用盡，便有可能要拆走
窗台。
張炳良昨回應時，承認買樓前已
知內部有改動，並與賣方了解，認為
不涉及結構，只是室內工程，故不用
入則。他又表示，賣方已找過合資格
建築師，認為根據建築物條例，室內
■張炳良昨日再回應新居 建築可得到豁免。不過，為釋除公眾
改動一事，被建築工程認 疑慮，他將會另找一名測量師檢視。
可人士指其說法取巧。
他又認為，事件不涉及公信力。
編輯 : 林穎嵐 美術 : 羅希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