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特區政務

司司長唐英年正式辭

職。已向特區行政長

官曾蔭權請辭，並表

明會積極「備選」下

任特首的行政會議召

集人梁振英在回應傳

媒有關問題時，對唐

英年有可能參選特首表示歡迎，重申自己會

根據自己的原先計劃，做好自己的準備工

作，努力爭取選舉委員會成員以至來自香港

社會各界別、各階層廣大市民的支持。

A2 責任編輯：陳　功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1年9月29日(星期四)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特區政府於昨晨10時發表新聞稿，指唐英年會於中
午「宣讀聲明」，各界即估計唐英年將宣布辭去政

務司司長的職務，及其參加新屆特首選舉的意向。梁振
英昨晨10時半在出席一個學生活動場後回應傳媒提問，
表示自己知道唐英年稍後會與新聞界會面，但不知道對
方的目的和講話內容，並強調自己會根據自己的原先計
劃，做好自己的「備選」工作。
被問到唐英年極有可能參與新任特首選舉，而工商界

對此明顯表達了支持，正「備選」的梁振英說：「（我）
無論如何都要努力，各方面我都會盡自己最大努力去爭
取大家支持。」

要與全港市民心相連
他強調，目前特首的選舉制度，是一個由1,200人組成

的選舉委員會投選產生的，而參選人除了爭取選委會
支持，同時亦要向全港市民負責，為全香港社會謀
求福祉。因此無論在準備過程、競選過程或日後執
政的時候，都一定要與全港市民的心連成一片，為全香

港人服務。
梁振英說：「特首選舉，是一個特首委員會的選舉，

我一定要爭取1,200個選委的大多數支持。但同時，我都
要在這過程當中爭取各階層、各界別及社區的支持，因
為香港屬於700萬人，政府的施政要暢順，除了要在選
舉過程中得到1,200人支持，同時也要得到廣大巿民的支
持，我覺得這點十分重要」。

歡迎唐英年考慮參選
被問到中央政府的態度，梁振英指出，根據《基本

法》，行政長官的當選人需要中央任命，「這是明文載
於《基本法》」的。
在唐英年正式宣布辭任政務司司長並表明會考慮是否

參選新任特首後，梁振英發表聲明回應傳媒查詢，表示
不會評論唐英年辭職一事，但就對唐英年有可能參選特
首則表示歡迎，並認為有意參選人士，應該就治港理
念，以及解決香港一直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其他社會問
題的方法，進行理性、全面和深入的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曾開腔表態指唐
英年為其「心儀特首人選」的全國人大常委范徐

麗泰，讚揚唐英年顧全大局、具備政治道德及守
規距，即使出身自富有人家，背負「富二代」的
形象，但從無利用公家身份做涉及個人利益的
事，相信此舉可獲政界的好感，又相信其言行舉
止及政綱，透過時日會得到香港市民的認同，又
指當唐英年的辭職獲中央政府批准後，她會信守
承諾，站出來支持唐英年競選。
范徐麗泰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估計，唐英年

是在考慮到倘繼續履行政務司司長的職責，會令
人誤會他利用該身份得益，遂決定向行政長官請
辭，又重申自己認為唐英年是可以接受的人選，
惟唐英年的辭職截至昨日仍未獲中央批准，她會
待辭職正式生效及正式表態參選後，信守承諾站
出來，無條件支持對方，但就不會參加助選團及
新屆特區政府團隊。
被問及唐英年的「富二代」身份會否影響其形

象時，范徐麗泰強調，無論出身基層或上流社

會，並不代表他關注或不關注基層，最重要的是
全心全意爭取民意的支持。

改善「富二代」形象 政綱贏民心
她又讚揚唐英年做事顧全大局，很明白自己代

表的是政府團隊，故從無利用公家身份做私事，
也無提及個人想法，具備了政治道德及守規距，
相信會令政界人士「感覺良好」：「（唐英年）出
身富有人家，『富二代』形象一直跟隨他，我認
同他應該要考慮改善形象，相信他的言行舉止，
透過時日會令香港市民認同他及其政綱」。
范太曾公開表示自己會考慮參與新屆特首選

舉，被問及唐英年考慮出選會否影響她的計劃
時，范太未有直接回應，只稱自己會繼續關注事
態發展，直至特首提名期結束為止，「留返 空
間畀我自己」。

葉劉淑儀：自認拉票「有一定難度」
另外，多次表明「不排除參選」的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強調自己仍「有志為港人服務」，其意
向未改，又指多個界別近日邀請她出席講座，並
表示會支持她。不過，她承認自己要參選「有一
定難度」，指自己在「拉票」方面不及唐年英和梁
振英，自己會「繼續努力」。被問及最終會否成為
特首參選者的競選團隊成員，她則稱，自己對新
民黨有承擔，不會隨便加入新政府的班底。

范太履諾挺英年 不入助選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會議召集
人梁振英及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後請辭，令特首
選舉成為全城「最熱話題」，立法會各大政黨均望
兩名有意候選者盡快向公眾發表政綱，解釋施政
理念。

譚耀宗：唐請辭未算遲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

為，倘唐英年有意參選，
辭職是遲早的事，因為肩
負政務司司長身份難以評
論政策及闡述個人政治理
念，而如今距離特首選舉
尚有幾個月，現在辭職再
考慮參選仍不算太遲。他
續說，民建聯早前舉行了
一系列「對下任特首期望工作坊」，該黨將於下月
內發表相關總結報告，期望能進一步凝聚及引發
社會對下任特首人選的討論，但暫時未有邀請兩
名建制派「疑似」對話的安排，但相信他們可透
過總結報告初步了解民建聯對下任特首施政方向
的意見。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

人葉國謙相信，唐英年辭
職已經等同他有意參選競
逐特首選舉，也顯示大家
都想爭取時間得到社會認
同，由於特首選舉是全港
的事，並非只 眼於1,200
名選委，而是要視乎整個
社會的民意民情，重申民
建聯未有傾向，並計劃要求「候選人」參考民建
聯就管治方面的看法後再討論。

周梁：望與各政黨交流
自由黨副主席周梁淑怡表示，唐英年做過不同

官職，帶領不同團隊時都交到成績，任財政司司
長時更將政府財政轉虧為盈，改善赤字，同時認
為梁振英沒有政府的掣肘，可由不同層面及較廣
闊視野看待問題，並希望有意參選者盡快宣布其
政綱及競選團隊，與各政黨交流討論。
另外，原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形容，唐英年辭

職，顯示由唐英年及梁振英二人競逐行政長官的
形勢明顯，並相信兩人都可以表達其參選願望及
政綱，增加明年特首選舉的氣氛。被問及他的選
擇時，吳康民形容唐英年和梁振英都是他的朋
友，自己很難即時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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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唐英年正式宣
布辭去政務司司長一職，將會認真思考是否出選
下一屆特首。香港多名工商界人士就支持唐英年
出戰特首，並認為他在政府工作多年，能夠帶領
不同團隊交出成績，是特首的合適人選。

陳永棋：口才稍遜擅實幹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相

信，唐英年辭任政務司司
長是為特首選舉鋪路，又
指唐英年的優點是願意聽
人意見，即使現在民望稍
低，但相信辭職後多點與
市民接觸，以及發表個人
政見後，在稍後時間民望
會回升。
他坦言，唐英年的口才未必比其他熱門參選人

表現好，但有自己的優勢：「口才方面，唐司長
是比梁振英有些沒有那麼好，但這個並不要緊，
最要緊是辦事能力，唐英年的辦事能力高，他可
以融合各方面不同的意見，他可以團結香港大部
分的人。」

工商專業聯盟召集人林健鋒認為，唐英年是次
辭職的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有承擔的決定，

尤其行政長官已完成施政報告的諮詢工作，並進
入落筆的階段，唐英年是時間開始考慮未來如何
可更好地服務香港。「如果他決定正式參選，找
我幫忙助選，我會義不容辭地協助他。」
他並重申支持唐英年參選特首，指唐英年擔任9

年的問責官員，持續地參與落實CEPA，推動內地
與香港的經濟融合和發展，反映他有能力平衡社
會各界的意見，包括工商界和基層市民的想法，
可帶領香港找尋到更好的發展機會，又指唐英年
很了解政府的運作，與公務員合作無間，有默
契，若他擔任行政長官，就毋須所謂的「磨合
期」。

胡定旭：唐願納意見「政通人和」
香港總商會胡定旭表

示，唐英年是特首的適合
人選，並以「政通人和」
4字形容唐，認為唐英年
於政府公工作10多年，有
非常豐富行政及管治經
驗，而且願意接納別人意
見，曾與唐工作過的人，
及公務員團隊都對其非常
支持及尊敬。胡定旭又指唐英年曾於香港經濟最

低迷時，成功將香港經濟從谷底帶出來，並轉虧
為盈。

中華廠商會副會長吳永嘉指，廠商會仍未開會
討論下屆行政長官人選，亦不傾向要求商會所屬
選委支持同一人選，以免左右選委個人意願。他
指唐英年與商界關係較好，在爭取商界支持上，
較梁振英有利。不過由於目前仍未有人選提出政
網，個人仍未決定支持何人，但期望下屆行政長
官可以推動產業多元化，以及增加土地供應，調
節樓市。

地產建設商會執行委員

會主席梁志堅認為，唐英
年有勇氣參選值得鼓勵，
至於支持誰當特首，他強
調最重要的是視乎何人能
夠平衡商界及基層之間的
利益，又透露地產界對
「八萬五政策」尚有戒
心：「所謂八萬五，當然
佢不會反對啦！梁振英都
曾經講過自己亦有提議過，後來證實八萬五一棍
打落去，就打爛了個樓市，政府在房屋政策方
面，若不看清楚個樓市，取得一個平衡的話，將
來都是政府的責任。」

按計劃備選
力爭多數選委支持 贏取廣大市民認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多次聲言會派員參與
明年的特首選舉，被視為「準參選者」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
聲言即使唐英年、梁振英都已先後辭職並準備參選，但特首選
舉只是「小圈子」，令反對派必須派員參選，「逼使」兩人在敏
感議題上表態，包括是否廢除立法會功能界別及何時落實雙普
選等。
何俊仁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唐英年為人較隨和、不易

發脾氣，但他出身於富豪家族，與內地及香港富豪關係密切，倘
當上特首，令人擔心他會向商界傾斜，而梁振英則為人深沉，並
稱自己早前曾向對方提及政改議題，但對方就「守口如瓶」。
他並稱，唐英年及梁振英在特區政府出任要職多年，但未能

改善社會上的矛盾，故反對派有需要派員「落場」，並不排除會
提早舉行反對派的「初選」，而細節及政綱則會於稍後公布。

反對派或提早「初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唐英年正式
辭職，一直支持梁振英參選特首的立法會會計

界議員陳茂波表示，他相信梁振英有自己的備
選計劃，又指倘梁振英及他的團隊日後就競選

特首有任何具體工作，他不排除會參與。
陳茂波又認為，唐英年是次辭職，對梁振英

及唐英年雙方都是好事，讓他們可以及早向市
民介紹治港理念及管治大計。

張震遠：望唐梁辯論
支持梁振英參選的市建局主席張震遠表示，

唐英年辭職令特首選舉形勢明朗化，他和其他香
港人一樣，希望唐英年能夠盡快公布對香港面對
一系列問題的看法，尤其是民生及經濟問題的理

念，並希望唐英年及梁振英能就港人關心的議
題，展開深入的辯論，令下屆特首選舉成為一次
理念、政綱及能力的公平比較。
身在北京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則稱，梁振

英更適合，並有能力擔起特首的重擔做特首，
指唐英年出身商界，社會或會對「官商勾結」
會有過敏反應，而梁振英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
會秘書長，對基本法的起草過程及立法原意有
較準確理解，在依法施政方面會比較到位，並
有利於促進社會和諧。

陳茂波：不排除為梁助選

工商界多人挺唐：合適人選

■梁振英對唐英年
有可能參選特首表
示歡迎。圖為梁振
英昨日出席邵逸夫
獎頒獎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范徐麗泰讚揚唐英年具備良好政治道德。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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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射太空站工作就緒，按計

劃，「天宮一號」今晚9時16分

至31分擇機發射，稍後與「神八」

飛船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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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宮一號
今晚升空

歐豬多國身陷債務危機，當地房

地產同受衝擊，葡萄牙一幢海景

別墅，樓價由年初的300萬美元

跌至130萬美元。

詳刊A7

要
聞

歐豬豪宅
劈價近6成

建造成本上升及項目設計經修訂

下，已動工興建的南港島線（東

段）造價急升77%，至124億

元。

詳刊A14

港
聞

南港島線
造價升7成

一名房署外判清潔公司工人，在

愛民頌民樓石屎簷篷清理垃圾

時，失足由3米高簷篷墮下昏迷

送院。

詳刊A16

港
聞

簷篷掃垃圾
清潔工墮樓

本港入境處預料，黃金周及重陽

節假期期間，有565萬人次經各

個口岸進出香港，較去年同期增

加17%。

詳刊A21

港
聞

國慶黃金周
565萬人出入境

美國18個州共72人因進食受李斯

特菌污染的哈密瓜而染病，至少

13人死亡，是1998年以來最嚴重

的食源性疾病疫情。

詳刊A31

國
際

李斯特菌
在美殺13人

版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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