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太：信心未夠 葉太：言之過早
外界盛傳疑似特首候選人之一的全國人大常委范太

昨日再回應有關參選特首，稱做特首的關鍵是如何落
實好願景和市民的期望，而非只說市民喜歡聽的說
話；她稱，自己尚未有全套計劃，因此目前仍未有足
夠信心決定是否參選特首。而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
則表態「挺唐」，說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商界與政務司
司長唐英年較熟悉，「對他當然有好感，支持他參選
特首。」至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說，曾有市民要
求她參選特首，但現時仍言之過早。

范太昨日連續第二日回應有關參選特首的問題，重
申自己對參選持開放態度，更歡迎其他人對她的能力
提出質疑和批評，令她可以反思，進一步了解自己弱
點，作出補救，亦希望透過學習和聽意見作改善。被
問到自己有何優點，她表示不喜歡推銷自己，強項不

是自己說的，市民會分析她的優點；若自己有不足會
改進，但不會因爭取選票而改變自己做人宗旨。

回應CY講民生 「關鍵在落實」
至於被問到另一名熱門的疑似特首候選人梁振英經

常就民生議題發表意見，她認為要說出市民喜歡聽的
說話並不困難，關鍵在於落實好的願景，「我不會隨
意說，因為我尚未有一全套計劃」。參選特首必須要
考慮自己能否承擔做特首的責任，及要有信心不讓市
民失望，才考慮組織一個班底，但她現在並無班底。

田大少挺唐 指范不熟經濟
另一邊廂，田大少則力挺前黨友唐英年，「商界可

能多年來和唐司長(較熟)，包括我自己，很熟悉他對
商界或經濟的熟悉，對他當然有好感，支持他參選特
首」。至於如何看范太，他認為，范太做了立法會主

席多年，處事公正，但對經濟方面不熟悉，商界人士
對她亦不熟悉，只知道她得到立法會各黨派尊重，認
為她會處事公正。

他亦提出參選下屆特首的條件，稱首要是考慮想為
香港做甚麼，其次是能否做得到，又稱自己對下任特
首人選已心中有數，為公平起見，會先聽取各候選人
政綱，等待真正有人宣布參選時，才作決定。

此外，昨日再開設一地區辦事處的葉太亦被問到會
否參選下屆特首時不置可否，只說現時尚有一段時間
才到特首提名期，相信沒有參選人會在現階段宣布，
自己素來有志服務香港，「我在過去5年參選地區直
選，從低做起，不斷做政策研究，不需要在某一個時
刻才開始研究」。

葉太：未來特首不應「守業」
她亦點評多位疑似候選人，說特首選舉不應局限於

一至兩名候選人，可以讓市民有更多選擇，范太考慮
參選特首是好事。至於商界一直以為唐英年會「上
位」，但她認為，了解商界不代表了解經濟，作為特
首不可只顧某個界別，而是要平衡不同界別利益。她
相信，未來特首不應再是一名「守業」特首，而是需
要具有理念及有能力推動變革，亦要有適當經驗，

「擺平」公務員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遞補方案一波三折，是最大餘數名單替補，還是同

名單替補，市民未必仔細研究，但反對派轉而去質疑

「無諮詢有違程序公義」，就變成有否諮詢之爭而非內

容之爭。這充分顯示，政治是嚴謹和殘酷的鬥爭，一

次低估民意，一次輕視對手，一次策略錯誤，可以有

災難性的後果。

建制派在白色恐怖下必須針鋒相對
幸虧建制派在緊要關頭力挽狂瀾，在支持遞補機制

的同時，積極反映民意，最終成功促成當局展開兩個

月的公眾諮詢，令事件峰迴路轉、柳暗花明。香港政

治的特色是其勃也興其落亦忽，興忽之間的空間比較

理性，展開公眾諮詢，可讓公眾進一步了解堵塞「公

投」漏洞的必要性，恢復社會理性，亦可一挫反對派

一朝得勢的囂張氣焰，阻斷其攻城略地的步驟。

反對派為「公投」翻案，是將「射人先射馬」與

「一網打盡」結合起來，意圖製造寒蟬效應和全面打

擊建制派選情。

一方面，反對派先射堵塞「公投」漏洞一馬當先的

獨立議員梁美芬，反對派麇集起來以眾凌寡，指梁美

芬是遞補機制的「始作俑者」，並公然以下三濫手

法，對梁美芬進行粗俗的人身攻擊，反對派「射人先

射馬」是要殺一儆百，在社會上製造寒蟬效應，使反

對「公投」的建制派議員及社會人士明哲保身，從而

在白色恐怖中達到為「公投」翻案的企圖；另一方

面，香港電台的《頭條節目》、《自由風》、《議事論

事》等節目，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以及反對派議

員和學者統一行動，造謠說「特區政府快手快腳為建

制派度身訂造一個名為成功爭取押後表決兼有公眾諮

詢的真人騷」，誣衊建制派「看風使舵」、「轉 」、

「改口」、「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攻擊建制派

「變臉的豈只一個兩個」，企圖把建制派議員一網打

盡、全部抹黑，全面打擊建制派選情，為反對派選舉

造勢。　

建制派議員及愛國愛港社會人士，豈可在反對派製

造的白色恐怖下跪低投降，必須針鋒相對，一方面要

以「擒賊先擒王」的策略，對「五區公投」的「始作

俑者」的新老舊賬一起算，揭露反對派特別是出位學

者的虛偽面目，並強烈抗議香港電台將有關節目變為

攻擊遞補機制和抹黑建制派的政治工具，要求特區政

府必須制止香港電台操控大氣電波言論為反對派助

選。

納稅人不是唐僧肉豈可被一割再割
建制派對「五區公投」的「始作俑者」的新賬舊賬

必須一起算，「五區公投」僅在浪費公帑方面，浪費

了1.3億元，這筆巨額公帑是港人的血汗錢，民膏民

脂，豈可浪擲？這筆巨額公帑可以做的事情包括：

房屋：可興建277個公屋單位；家庭：可為44,167個

家庭提供一年3,600元的電費補貼；為5,427名兒童提供

一年的全日制幼稚園學券。在職人士：可為21,060名

人士提供為期一年時薪33元、包括強積金供款的職

位；青年：可資助3,777名大學生一年全額學費；資助

4,423名大專生一年助學金。老人：可為13,250名長者

提供一年的生果金；社會福利：可為122,308名兒童提

供一年全額上網津貼（每名1,300元）；為1,336個四人

家庭提供一年的失業綜援金。

市民去年被「五區公投」的「始作俑者」強行割去

1.3億元肉，由於當局拖一年才堵塞漏洞攤凍晒，令市

民反對「五區公投」情緒降溫，但是割肉之痛，豈可

淡忘？建制派必須揭露反對派明火執仗要在明年「超

級議席」上搞「辭職公投」，一個議席就相當於耗用

「五區公投」所浪費公帑，納稅人的血汗錢不是唐僧

肉，豈可被反對派搞「公投」一割再割？

更重要的是，香港「一國兩制」，國家《憲法》無

「公投」條款，《基本法》無「公投」授權，反對派

利用選舉漏洞搞「公投」要害是把香港當作獨立政治

實體，這危害性則遠遠不是1.3億元可以量化的！

建制派要廣聽民意廣作比較
反對派企圖重溫2003年借狙擊23條立法為其助選的

舊夢。在2003年區議會選舉中，反對派打出「踢走保

皇黨」口號，連累支持23條立法的建制派。前車之

覆，豈可重蹈？建制派在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期間，一

方面要對「五區公投」的「始作俑者」的新老舊賬一

起算，一方面要對堵塞「公投」漏洞提出符合社會最

大公約數的解決方法，以爭取市民支持。對是否以同

一種方法對待各種出缺議席的情況，包括立法會議員

辭職、去世、改變國籍、患病等，建制派可提出區別

對待建議，以換取更廣泛的支持。對於外國實行比例

代表制使用的出缺議席安排，建制派可提出哪些安排

適合於香港。對於「同名單替補」、「最高票候選人

自動遞補制」

的優劣，建制派

亦可作出比較，

但堵塞「公投」漏

洞的底線一定要堅

持，這也是主流民意。建

制派必須顯示自己不是單純支持政府

方案，而是廣聽民意、廣作比較，是民意的真正代

表。

反對派為「公投」護航，吹響搶奪香港管治權的集

結號，準備「搶權與公投」雙管齊下，完成他們夢寐

以求的「港獨大業」。建制派必須揭露和挫敗反對派

「港獨大業」的陰謀。陳水扁當政時，頻頻鼓吹和推

動「公投運動」，造成島內社會分化、族群分裂，政

局動盪，民生困頓。反對派為「公投」護航，挑動對

立，撕裂族群，分化社會，將香港拖入無休無止的爭

拗陷阱，導致內耗不斷，衝擊香港社會政治的穩定和

經濟的發展，最後受害的，是全體香港市民。

剝奪政棍玩 權 維護市民投票權
反對派目前已在炮製年底區議會選舉的口號，包括

「抗議剝奪市民投票權」、「踢走惡法」、「踢走保皇黨」

等。建制派要重視在選戰口號的交鋒中搶奪話語權，

針對反對派的誤導性口號，建制派可以制定包括「剝

奪政棍玩 權 ，維護市民投票權」、「制定良法，踢

走公投」、「踢走公投黨」等口號。建制派應以反映

社會脈搏、表達市民訴求、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政綱

「畫龍」，以精煉有力打動人心的選戰口號「點睛」，將

市民團結在自己周圍，讓民眾感到建制力量才是社會

整體利益、市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守護神，從而由

量變到質變，扭轉「六四格局」，爭取雙普選選戰勝

利，將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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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政府提出任何諮詢方案，反對派的策略都是指政府作「假諮詢」，要求撤回遞補方

案。反對派為「公投」護航和翻案，是要徹底逆轉要求堵塞「公投」漏洞的主流民意。反

對派的險惡用心，一是借遞補方案一波三折全面抹黑建制派，為反對派在即將到來的區議

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中造勢；二是為反對派舉行「公投」鳴鑼開道，完成他們夢寐以求的

「港獨大業」。對此硬仗，建制派須制定正確策略因應。

揭穿反對派為「公投」護航的險惡用心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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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孟宜

政府現正舉行選民
登記活動，社區18(C18)亦好積極響應，與香港
青年工業家協會於過去一連三天，在全港的不
同地區推廣選民登記工作。C18召集人、立法
會議員林大輝於活動中說，是次與香港青年工
業家協會合辦選民登記活動，成功結合工商、
專業和社區資源，優化社區服務，正是C18一
向的服務宗旨。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何志
佳亦好認同活動融合了工商界和社區組織的力
量，令工商界的有心人士透過參與社區活動，
促進與地區的聯繫與協作，效果十分良好。雙
方將積極考慮在未來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社區
活動，促進社區的全面和可持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輝哥「谷」選民登記

新民黨「落戶」新蒲崗采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新民黨新蒲崗采頤地
區辦事處昨日開幕，主席葉劉淑儀不忘積極推銷新民
黨的地區策略。她稱，繼上個月新民黨於油塘開設地
區辦事處後，在短短一個月內，再於東九龍開設第二
個地區辦事處，這標誌 新民黨會致力發展東九龍的
地區服務。

葉太讚屈奇安經驗豐富
她指，新蒲崗是一個擁有超過50年歷史的私人住宅

及工廠區，而采頤花園則是一個只有10年樓齡的居

屋，要在這個獨特的社區提
供到位的服務，新民黨執行
委員會成員屈奇安是十分適
合的人選，因為他有豐富的
組織、行政能力及談判經
驗；他在2010年正式由紀律
部隊退休，加入新民黨出任
執行委員會成員。今後會集
中服務新蒲崗社區，致力服
務采頤地區的居民。

負責開拓新蒲崗地區工作
的屈奇安致辭時稱，自己在
采頤花園居住超過10年，並
曾出任業主委員會主席和司
庫，累積了多年地區服務經

驗，在2001至2003年期間，曾出任黃大仙區議會新鑽
分區委員參與地區諮詢工作；為加強了解地區問題，
與新蒲崗街坊、地區團體及社區領袖等都保持密切聯
絡，可以說十分了解新蒲崗社區的種種需要和問題。
今後會駐守新蒲崗地區辦事處，盡力服務街坊，加強
新民黨與新蒲崗社區的聯繫。

另外，開幕儀式主禮嘉賓包括：保安局局長李少
光、立法會議員李鳳英、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蕭偉
全、黃大仙區議會副主席黃金池，與新民黨代表一起
主持開幕儀式。

海洋公園
主席盛智文

(Allan Zeman) 早前獲頒大紫荊
勳章，授勳評審委員會更讚揚
他帶領海洋公園成為世界級海
洋主題公園，對旅遊業及文化
發展貢獻良多。財爺曾俊華在
最新的網誌上亦盛讚這位新大
紫荊勳賢，將一度幾乎被遺忘
的海洋公園全面改造，還親身

「上陣」宣傳海洋公園活動，
一時化身「威威司令」、一時
變做茶餐廳夥記，在「哈囉喂」
活動中，又會變成鬼新郎、紙紮公仔等。「今天，提
起海洋公園，大家會想起『威威司令』，同時亦會想起
盛智文這個iconic figure﹗」

海洋公園可說是伴 香港兒童成長，不少香港人的
童年已在公園留下不少腳印，也經歷過一段低潮期，
不過現在的海洋公園正逐步朝向世界一流的海洋主題
公園的目標邁進。財爺形容，海洋公園是一個滿載集
體回憶而又向前「移動」的公園，當中亦見證了盛智
文的心血，「除了『扮 』造型之外，Allan在推動海
洋公園的長遠發展真的是不遺餘力，他出謀獻策，想
出不少帶給遊客新體驗的景點和活動」。

財爺很欣賞剛揭幕的「熱帶雨林天地」，形容它糅合
了教育和觀賞元素，並以南美洲熱帶雨林為主題的新
景區，遊客可以近距離接觸來自熱帶雨林區的一些珍
貴動物，從而體會大自然的生命力和多樣性。「雖然
當日我在公園只匆匆逗留約三十分鐘，但現場那種愉
快、輕鬆的氣氛已勾起我不少回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威威司令」造型百變
財爺讚貢獻多

特首未選先「交口」
各有各撐談「見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人民力
量在「7.1」遊行後，與社民連支持者
分別堵塞中環交通，最後遭警方清場，
200多名衝擊社會秩序的示威者被拘
捕。但人民力量不知收斂，聲言將於本
周三至五(13至15日)一連數天，圍攻立
法會大樓，反對遞補機制。保安局局長
李少光昨日出席新民黨地區辦事處開幕
禮時表示，部分示威人士不應該濫用示
威權利，阻塞交通。

李少光指出，「7.1」遊行當晚，警
方已經很克制，當展開清場行動時，警
方亦有事先作出警告，依法辦事，有很
多市民認為，警方應該及早採取清場行
動。

籲尊重他人使用道路權
他強調，過去有數十萬名市民上街遊

行時，當活動結束，市民都是和平散
去，但近期有部分激進示威者利用肢體
衝撞，引致警民衝突。他指示威者不是

「惡晒」，呼籲他們尊重其他人使用道路
的權利。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就反誣李
少光無恥，將責任推在「警方不斷堵塞
遊行路線」。他又稱，本周三至周五，
人民力量會有不同的示威活動，包括扔
紙飛機入立法會大樓內，以紙板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進行「閹割行動」
等，「好好招呼林瑞麟及特首曾蔭
權」。

距下屆特首選舉尚有時日，但選舉「硝煙」已彌漫社會。外界既猜測多

位疑似特首候選人的「勝算」，更對下屆特首的具體要求和條件提出自己的

「見解」，又對熱門人選各自表達支持意向，令一場大戰變得好像「如箭在

弦」。

李
少
光
：
示
威
非
惡
晒

不
應
堵
交
通

各箭在弦

成就非凡

■新民黨新
蒲崗采頤地
區辦事處開
幕，舉行切
燒豬儀式。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政祁 攝

■財爺讚盛智文造型
多變。 財爺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