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齡：57歲
祖籍：山東威海
家庭：妻子唐青儀，育有一子兩

女
1974年赴英留學
1977年學成返港加盟英資測量

師行「仲量行」
1982年成為「仲量行」200多

年來最年輕合夥人
1988年獲選為基本法諮詢委

員會秘書長
1993年創辦梁振英測量師行
1997年獲任行政會議成員
1999年獲任行政會議召集人
2003年擔任全國政協常委至今
2011年獲頒發大紫荊勳章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梁振英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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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振英宣佈參選特首，獲眾多社會
人士支持。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由沙田公園到沙田街市近半小時的路程，
唐英年全程被大批傳媒包圍，但他仍然

主動與公園的晨運客、途人及商戶等附近街
坊主動打招呼。他抵達沙田中央公園時，已
有居民上前向他反映租金問題，表示要向唐
英年「訴苦水」，唐英年則笑言自己「係小市
民一個」，表示會聆聽不同市民的訴求。

鼓勵跳舞女孩
前往沙田街市途中，唐英年遇到一名剛參

與中國舞比賽的10歲女孩並鼓勵她：「希望
將來在西九(文娛藝術區)欣賞到你跳舞。」途
經一間地產門市時，有職員就向唐英年要求
未來特首於樓市方面為港人設想，唐英年回
應時說：「(市民)要量力而為，買樓的人都想
要個安樂窩。」81歲的吳伯伯就向唐英年表
示，支持他當特首，又謂希望下任特首多關
顧老人。街坊毛太則讚揚唐英年承認過往
「感情缺失」，願承認錯誤。

作為落區最後一站，唐英年於沙田街市內
了解部分檔主的生意，但大批傳媒的「包圍」
之下，唐英年未有參觀完整個街市就離開，
不過仍盡量參觀不同商戶，更大讚生果店的
生果「好靚」。有魚檔商販陳女士向唐英年表
示「生意麻麻」，主要平價魚受歡迎，希望唐
英年了解街市商戶希望凍結租金的訴求。

訪排頭村祠堂
在衛慶祥安排下，唐英年又到訪排頭村，

兩位村長藍玉棠、藍戊發陪同參觀該村祠
堂，並在茶餐廳邊喝奶茶邊聊天，談及丁屋
及鄉村發展。最後，唐英年到沙田新城市廣
場，了解商場的人流情況及經濟活動，其間
不少市民爭相拍照留念，並支持他參選及希
望他勝出。唐英年在沙田逗留至中午才離
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

日正式宣布參選下屆特首的前政務司

司長唐英年，昨日繼續落區，到訪沙

田公園及附近街市，並在區議員衛慶

祥陪同下，了解當區的市鎮規劃。他

沿途向市民及商戶問好，展示親民作

風。唐英年表示，選擇到沙田，是因

為沙田發展於新市鎮規劃發展中具參

考價值，例如城門河兩岸有足夠休憩

空間及綠化空間，同時區內有公屋之

餘，又有居屋、私人樓宇及村屋，商

場與街市的融合亦較好。

主動接觸途人商戶 參觀街市了解生意

唐英年續落區

梁振英部分支持者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300多名來自不
同階層的梁振英(CY)支持者昨日聚首一堂，「逼
爆」灣仔會展的會議廳，當中有88歲的工業家蔣
震、前布政司鍾逸傑、港大外科學系系主任盧寵
茂、專欄作家林超榮、梁振英的中學歷史老師、
淘大花園業主及當日梁振英協助搵工的清潔工英
姐，猶如一個微縮社會。
CY於競選宣言大會上形容，這些的支持者不

只屬於一兩個階層，是屬於社會的縮影，代表
他將來的服務對象，亦歡迎各階層、各地區、各
行業的市民與他一起制訂政綱，不斷提意見。不
過，原來昨日出席的300多位支持老友只是CY團
隊的一部分，許多協助制定方方面面政策的朋友
並未有出席，相信未來會有更多人士會站出來支
持CY。

CY支持者如社會縮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黃定光出席梁振英宣布參選行政長官的大
會，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黃定光是以個人身
份而非民建聯身份出席，民建聯暫時未決定支持
任何候選人。
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表示，黃定光是以個

人身份，代表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出席梁振英的
競選活動。他又指，已勸喻黨內的立法會議員及
區議會議員等，不要出席唐英年及梁振英2人的
競選活動，以免外界認為民建聯在行政長官選舉
中已有取態。
另外，正慎重考慮是否參選特首的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表示，自己、唐英年和梁振英都各有支
持者，最遲下月底決定是否參選。

民建聯：
黃定光個人身份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資訊科
技組織於網上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於80後、
90後網民及機迷心目中，唐英年以41%的優
勢贏得網民支持成為下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以2個百分點之差排第二，有志參選的葉劉
淑儀的支持度就有19%，排第三位，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就只有0.5%。
資訊科技組織「網民力量」於本月22日至

26日以網上問卷方式成功訪問5,743名網
民，結果發現唐英年較受網民支持。組織發
言人趙鈺銘及林祖舜分析時指，根據上周浸
大的類似調查指，唐英年於網上討論區佔
44.5%的言論，相信和他多次成為惡搞對象
有關，又認為網民對唐英年緋聞的反應無其
他團體那麼激烈，更相信唐英年對近期「
床」等惡搞事件從容面對，被網民加分。

網友支持度
唐唐稍勝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前行
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正式宣布參選，唐英
年表示，歡迎有志之士參加一場公平、公
開、廉潔及君子的選舉。唐英年又指，有
能力的人才可凝聚到能幹之士組成一個團
隊，相信香港需要一個具凝聚力的人當行
政長官：「因為一些有能力之士，要知道
一位領導有能力、有胸襟、有包容力量去

凝聚團隊及民意。」
對外界指他落區擾民，唐英年則說，其

實幾個月來都有落區，但大多數無通知傳
媒：「當然人可以少一點，但尊重傳媒的
採訪編採自由，(落區)應該有開放性。」
他又否認自己是忽然落區，指自己落區多
年，過往任公職期間落區都有由政府新聞
處發布。對有評論指他是「豬」或「蠢

人」，他則笑指：「我係龍年出世的。」
被問及有何優勢說服選委時，唐英年表

示，首先會盡力爭取選委支持，同時爭取
全港市民支持。又指對於過往於政府9年
經驗、行會及立法會表現，各界都有評
價：「有選舉有競爭，有競爭有進步，所

以歡迎所有有志者參選，好相信選委有智
慧挑選他們認為最合適、最有能力、最有
經驗的人，出任下一屆行政長官。」
對於自己的網民支持度較梁振英略高，唐

英年多謝網民及市民的支持：「我會繼續努
力、加油，爭取更多市民及選委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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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是「豬」笑稱屬龍

梁振英給人印象「刻
板」，但競選網站就披露

鮮為人知的「CY談情錄」，原來當日CY
留英回港不久，在同學聚會上認識一位名
叫唐青儀的師妹，認準了這位身上透出靈
氣的女子就是理想人生伴侶，堅持不懈
地追下去，沒太多錢天天送禮物請吃飯，
但電影還是要請看的，於是選了一套長達
3小時，看似浪漫卻又實在悶得可以，居
然連一句對白也沒有的文藝片《天地一沙
鷗》，未知是否貪電影夠長，多點時間追
女仔。最終他成功「抱得美人歸」。
CY重視家庭，他在網站中披露，有3個

孩子是自己和太太的決定，「不是意
外」，他亦很享受一家五口那種忙碌、有
趣，更享受與孩子一起的時光：「任何
工作都可以由他人代勞，唯獨做爸爸不
能假手於人」。所以3個孩子未長大前，
CY早上做「柴可夫斯基」(司機)送孩子上
學，晚上推掉所有應酬。

梁太寧愛家庭放棄大律師行
作為政商界大忙人的CY直到3個孩子都

長大了到外國讀書，晚間時候才「重出
江湖」。至於婚前熱烈追求的太太，婚後是否
「淡如水」呢？CY笑言：「太太和我有太多共同
興趣了：我們都愛出外旅行增廣見聞；當然，愛
孩子是我們最大的共通點。」因為這份感情，太
太推掉了一生的事業—曾經是大律師行的股東
合夥人的梁太為了孩子，為了讓CY專心工作，
做了CY背後的女人，做了全職媽媽。
昨日梁太及兒子傳昕都現身大會力撐CY，梁

太感謝支持CY的一眾朋友，直言比自己預期中
要多很多，又坦言：「只要你們肯堅持，我們一
定會成功」，贏得支持者掌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超
過300人出席梁振英宣布參選2012年
行政長官的大會，多名來自不同界別
的人士為他站台，除前布政司鍾逸

傑，瑞安集團董事長羅康瑞等熟悉面
孔外，曾獲得十大傑青的失明女作家

汪明恩、青年工業家李騰駿，乃至45
年前的中學歷史科老師及留英時的補
習學生等，都盡述與CY結緣交往的
過程，大談「印象CY」，直言梁振英
多年前已關心香港事務，相信他有能
力帶領香港前進。

義助淘大走出沙士困境
淘大業主委員會主席葉興國首度披

露2003年沙士期間的難忘經歷：當年
淘大因沙士疫症淪為死城，眾人避之
則吉，值此人生最困難之時，並不相
識的梁振英透過朋友相詢「有何可以
幫忙」，並坐言起行帶領香港專業聯
盟的一批專業人士「殺入淘大」，為
E座防疫改善喉管工程，出心出力，
親自監督直至工程完成：「這件事
他從來沒有大吹大擂，大鑼大鼓，沒
有從苦難者身上 任何的政治利益或
好處，今時今日香港正需要真心真意
為香港服務的人，在困難時帶領走出

困境。」

處理房屋問題最佳人選
第一個發言的鍾逸傑指，香港要修

補房屋政策上的不足，梁振英正是處
理房屋問題的最佳人選。他又為8萬5
政策解畫，指社會上有聲音批評當年
8萬5房屋政策導致樓價下滑並不正
確，坦言當年房屋署建屋量是遠高於
8萬5，事實上是9萬5至10萬個，但當
年新加坡樓市下跌的幅度比香港更
大，因為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亞洲金融風
暴的受害者。他又笑指，梁振英並非外
界所言「沉悶」：「他識笑的」！

羅康瑞讚賞梁振英為香港順利平穩
回歸作出很多貢獻，表明自己認識梁
振英二三十年，梁振英的工作能力、
魄力及毅力令他印象深刻，他亦欣賞
梁振英的原則性及公正持平態度。

為專業界進軍內地鋪路
測量師學會創辦人之一簡福貽亦讚

揚梁振英思想縝密，入行30年以來，
對測量行業發展熱心，努力為專業界
爭取商機，在2002年協助促成CEPA
落實，為專業界進軍內地鋪路，期望
他當選特首能為本土政治帶來新思

潮、新轉變。
科大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鄭國漢則認

為梁振英有超卓的分析能力，分辨到
何為真知灼見，何為人云亦云，又指
在現時世界政治金融及經濟發生巨變
之時，香港不能接受因循守舊，而需
要一位有毅力及魄力的領導人。

關心支持年輕人如慈父
作為「80後代表」，汪明恩大讚梁

振英對待年輕人猶如慈父，每逢邀請
他出席年輕人活動，從不推搪，她非
常感謝梁振英對年輕人的支持。她讚
賞梁振英品德高尚，不會惡意回應對
他的批評，相信他會帶給香港更多愛
和正能量。
曾與梁振英在嶺大校董會共事多年

的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高靜芝坦言，
接觸過梁振英便知他平易近人，又指
自己擔任人事資源管理多年，能自行
為中見微知著，認同梁振英待人真
誠、好有主見、具領導能力。45年前
的中學歷史老師則笑言梁振英自小已
具歷史使命，為人穩重：「多做事、
少講話！」雖已畢業多年，但不時與
老師保持聯絡：「他的長情、念舊，
尊師重道，我深深感動。」

師友同事細述
「那些年的CY」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梁振英有誠
信，出身基層沒有忘本，關懷基層，
有理念和魄力擔任行政長官。

港交所董事李君豪：香港需要一個領
導能明白市民訴求，可平衡社會發
展，減低民憤；香港如不穩中求變，

將被邊緣化，梁振英可以做到這個領
導角色。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長胡
曉明：香港需要改變，梁振英熟悉香
港事務，所以支持他參選特首。

藝人「肥媽」：梁振英與自己一樣由

基層做起來，公道自在人心，相信梁
振英有能力管治香港。

專欄作家林超榮：梁振英熟悉政策，
有誠意，了解香港面對的問題；唐英
年不熟書，佢熟星爺（周星馳）「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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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康瑞與朱玲玲 淘大業主委員會主席
葉興國

專欄作家
林超榮

前天文台台長
林超英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彭子文 攝

■唐英年於沙田街市內了
解部分檔主的生意，魚檔
商販陳女士向他表示「生
意麻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做特首有能力才有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