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做賊心虛
現有法律框架，早就對2012年的第四屆行政長官選

舉辦法作出了規定，分為四個步驟：一是分四大界別
選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1,200位委員；二是有意參選
行政長官的人士，爭取獲得不少於150名選委會委員連
署提名，以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三是行政長官選舉
各位候選人開展競選活動，以獲得選委會委員的支持
和民意的支持；四是選舉委員會舉行投票選舉行政長
官，得票數領先並過半數（600票以上）的候選人當
選，如果沒有人得票超過600票，進行第二輪投票。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反對派的「初選機制」另搞
一套，在政治上是挑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反對派的

目的，一方面是企圖製造民意來向選委施壓，干擾行
政長官選舉；另一方面是通過「初選」在反對派內部
搞政治交易，推出反對派的行政長官候選人。

同床異夢 爾虞我詐
反對派所謂的「初選機制」，是香港現有法律框架之

外的一個政治怪胎，是「五區公投」的新版本。去年公
民黨與社民連策動的「五區公投」違法違憲，是公然挑
戰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憲制權力，衝擊「一國兩制」
方針的底線。「五區公投」最終只有17.1%的投票率，創
下立法會選舉和補選的最低投票率，遭到徹底失敗。
反對派一方面聲稱「初選機制」有「公投」意味，一方
面否認「初選機制」是「公投」，正暴露其做賊心虛。

2007年特首選舉，民主黨將代表反對派參選的入場
券拱手讓予公民黨，結果讓公民黨迅速坐大，養虎遺
患，令公民黨成為與民主黨爭奪反對派龍頭地位的對
手。現在特首選戰重臨，民主黨吃過一次虧，無論如
何也要力爭落場。民主黨今次落力爭奪特首參選權，
是拒絕重蹈2007年為公民黨梁家傑抬轎的慘痛經驗，
以重掌反對派陣營的龍頭地位，並令何俊仁提高知名
度，以便明年9月競逐立法會「超級議席」。公民黨的
如意算盤，是讓民主黨此屆參選，而該黨目標對準
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屆時梁家傑捲土重來，民主
黨無話可說。而民協馮檢基以本小利大的角度，企圖
通過「陪跑」提高民協的知名度。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多番賣黨，2000年立法會港
島區補選，李柱銘力撐與他同屬大狀的余若薇出選，
促成公民黨成為政治暴發戶。李柱銘其後竭力貶低和
打擊民主黨，希望「公民黨食 民主黨」。因此，他得
到「香港李登輝」的稱號。李柱銘是策動「五區公投」
密室政治的「四人幫」之一，並企圖裹挾民主黨參與

「公投」，逼迫民主黨的票倉大門向公民黨打開。對於
公民黨一直想「食 民主黨」，民主黨高度防範，去年
公民黨與社民連策動「五區公投」時民主黨就拒絕被
捆綁。此次民主黨與公民黨「初選機制」的政治捆
綁，完全是同床異夢，其中的政治交易充滿爾虞我

詐。

「初選機制」大規模侵犯市民私隱
反對派「初選機制」在下月8日的「公眾投票日」，

投票以電腦進行，市民投票前需出示身份證，工作人
員會在電腦輸入市民的姓氏及身份證號碼。反對派沒
有得到市民授權，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並且套取身份
證資料，是大規模侵犯私隱的行為。

除獲法律授權外，沒有人可強制要求市民提供身份
證號碼或副本。一般來說，公職人員，例如警務人
員、入境事務處人員及郵政署職員等，在處理市民與
政府之間的事務時，獲法律授權可要求有關人士提供
身份證號碼 。但是，反對派企圖通過「初選機制，盜
取市民的身份證資料，嚴重違反私隱條例。市民身份
證資料外洩將引起嚴重後果，將嚴重損害個人權益。

「初選機制」完全可能引起市民身份證資料的大規模外
洩，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應高度關注其危害性，並
且採取相應的執法行動。

反對派的「初選機制」涉及龐大的選舉開支，須計
作反對派候選人的選舉經費。據選舉條例，候選人的
選舉開支，若不作出呈報，即屬非法行為。反對派企
圖以「初選機制」躲過選舉開支呈報，也是涉嫌違法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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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個反對派政團宣稱設立「初選機制」，下月8日作為「公眾投票日」，於全港60個港鐵站

外及其他旺點設置投票站，以手提電腦或平板電腦等讓市民投票，「選」出反對派的特首

候選人。這場鬧劇不符合《基本法》的法律精神，也不符合現行的法律規定。反對派在區

選之後，企圖藉所謂「初選機制」，使公眾視線重新聚焦在他們身上，並借機挑戰《基本法》

和人大決定，同時向選委施壓，干擾特首選舉，是「五區公投」的新版本。反對派此次

「初選機制」的政治捆綁是同床異夢，其中的政治交易充滿爾虞我詐。反對派沒有得到市民

授權，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並且套取身份證資料，是大規模侵犯私隱的行為。

反對派「初選機制」鬧劇同床異夢

■責任編輯：袁偉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新屆選委會選委「新鮮出爐」，民
建聯取得共147席。民建聯主席譚
耀宗表示，民建聯的147名選委，
部分與工聯會以至商會組織重疊，
故會待中委會開會討論後，再決定
提名參選行政長官的人選，以及應
否「捆綁式」不容許自由提名，但
指一旦有決定後，「希望大家能夠
團結一致」，並呼籲黨內各委員不
要過早表態。

譚耀宗昨日接受《議事論事》訪
問時表示，民建聯未有「心水提名
人選」，更沒有打算派人參與今屆特
首選舉，又強調民建聯被指為「第一
大黨」，「都是相對比較而言」，實際
在立法會議席亦屬少數，故他們會繼
續努力朝向執正黨的水平發展，

「先做好準備」，待「打好基礎」後，
再認真考慮是否參與2017年特首選
舉，「先做好基礎、做好準備，再
提出合適人選，到時水到渠成」。

民記中委研特首人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

近日特首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中
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被問及有關問
題時，不點名批評《蘋果日報》隨
便對特首參選人作人身侮辱：「咁
樣話人當然唔 ，又話豬、又話
狗、又話狼⋯⋯。」

就近日《蘋果日報》大肆報道所
謂「中央欽點」等流言，施永青在
公開活動上被問及其新任特首人選

時說，「我支持向人民爭取的人，
不支持揣摩中央意向的人」。

他 隨即不點名批評《蘋果日
報》：「我見今日有報紙刊登（國家
副主席）習近平撐誰誰誰，仲係話支
持民主 報道。支持民主就唔好放呢

風， 應關注香港人的意向，不應關
注小道消息⋯⋯你話亞視虛報（前國
家主席）江澤民過身的消息不可靠，
呢條消息質素都差不了多遠！」

施永青責《蘋果》亂

深明師生壓力大
唐唐不再推教改

返母校話「那些年」
是次交流會歷時約45分鐘，一開始先播出短片，展示唐

英年的初中學生照，又介紹他於1964年在培正升讀中一，
直至中四離校「放洋留學」，70年代加入校友會關心母校
發展。唐英年在會上大話「那些年」，憶述昔日家住港
島，卻天天搭小輪再轉巴士長途跋涉返學，「至今仍記得
為免遲到，跑斜路跑到索氣」，又指自己全靠中一班主任

「大眼雞」的啟蒙，令他打穩數理基礎，在「放洋」讀書
時取得「A+」佳績。

現行政策擇善而從
曾當選「香港小特首」的中一同學則關注他倘當選後的

施政方向，唐英年說，無論特首或年輕人，都要對未來有
願景，並要有一套務實可行的行動綱領，並強調現特首曾
蔭權任內制定的好政策，他一定會延續及優化，而與社會
期望有偏差的措施，則會敢於調整及更改，而他稍後會公
開自己的施政願景，爭取公眾支持。

從政堅守公私分明
中五的胡同學就重提曾蔭權提出的「慳電膽代用券」，

被質疑與姻親有「利益輸送」，關心出身工商界的唐英年
會如何「拆解」。唐英年笑說，自己從未被批評與商界

「官商勾結」，並深信政策透明及公平自然有公信力，更打
趣說家族經營紡織及iPhone零件生意，他一旦當選一定不
會派「毛衣代用券」或「iPhone代用券」，惹來全場大
笑。

承諾加強體育支援
身為精英運動員教練的培正體育主任鄭Sir，則促請政府

加強投資香港體育發展。唐英年大讚培正田徑隊表現出
色，可惜自己當年跑得不夠快未能入選，但非常認同體育
有益身心，亦理解當今運動員對資源及出路的擔憂，故承
諾會加強相關支援。

唐英年在活動結束前坦言，從學弟眼中看到一腔熱誠及
香港的將來，正因為他對香港人有信心，令他更期望肩負
與港人一起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歷史使命，並透過優化房
屋及教育政策，發展多元經濟，增加社會流動性等，建設
溫暖及人性化的香港。

會後，他與校友閉門交流，其中包括企業家及選委等。

學弟妹讚為人親切
有出席交流會的學生形容，唐英年的真人比看電視更加

親切。鄭Sir亦讚賞他對答真誠，相信同學們自己會打分，
他個人則直認會在特首選戰中「撐培正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屆特首參選人唐英年近期頻頻與網友及年

輕人對話，昨日就以「唐學長」身份重返母校

培正中學，與學弟學妹暢談打造「人性化香港」的治港理念，又

自爆當年獲「大眼雞」老師啟蒙，怕遲到而跑斜路等成長趣事。

他說，自己在宣布參選後，至今出席了6場教育論壇，明白學生

的升學憂慮及教師的行政壓力，強調自己不會再來一次教改，並

會針對性地增撥資源發展教育。

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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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自己「審慎考慮」
參選特首選舉的新民
黨主席葉劉淑儀，在
詳細評估選委會選舉
結果後，考慮到多個
界別已經先後就「心
水特首」表態支持，
預料自己僅獲約20至
25席鐵票，未能成功
晉身為合資格的候選
人，故正式宣布放棄
角逐下屆特首選舉。

葉劉淑儀昨日在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陪同下舉行記
者會，正式宣布放棄角逐下屆特首選舉。她指，目前
表態支持她的，包括新民黨及匯賢智庫有6票，並估計
可於科技界取得4票至5票、公務員有6票至7票、教育
界有4票至5票，以至高教界的2票至3票，估計穩持的

「鐵票」約20至25票，不足以支持她繼續角逐特首。

身明年立會選舉
她說，「服務香港，我向來都滿腹大計及胸懷熱

誠，但9月至11月是關鍵性月份，當時我要全心部署區
議會選舉，未能瞄準上述4大界別，這確是現實的考
慮」，並指自己已經放低「棄選」的心理包袱，不會對
此心有不甘，並會繼續帶領新民黨全面搶攻明年的立
法會選舉。

葉太又稱，自己與兩名熱門參選人唐英年及梁振英
均友好，兩人分別向她提出加盟其管治班底，出任

「第二把手」，即政務司司長，但她表示新民黨發展相
對重要，現階段不會考慮重返政府，會專注明年立法
會選舉。

被問及會否「過票保送」予梁振英時，葉劉淑儀
說，有人揚言梁振英無法取得150票提名是過於武斷，
並指自己於周二應邀與梁振英「茶敘」交流選舉經驗
時，對方未有提出「過票」的要求，更向她說有信心
取得足夠選委提名，「非常客氣及表現含蓄」。

特首人選未有心水
她續指，新民黨採中間溫和路線，現階段對支持哪

一名參選人未有任何傾向，會繼續考慮參選人的政
綱、執政能力及辯論能力再決定，但又指考慮到新民
黨極度支持有競爭的選舉，倘梁振英需要新民黨的

「關鍵性支持」，在考慮政綱後，他們或會「過票」支
持，但目前仍然「言之尚早」。

就會否參選2017年特首選舉時，葉劉淑儀在回應時
說，出任公職是個人志願，倘自己屆時身體健康，香
港又欠缺人才，她願意「犧牲」，再考慮參加特首選
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航運物流是香港的支柱產業之
一，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呼籲，香
港航運業界按照國家「十二五」
規劃對香港的定位，在港口業務
之上再做一些航運服務業有關的
業務，例如船舶買賣租賃、融
資、保險等辦公室業務，提升香
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梁振英：向來少講詳情
梁振英昨日並再回應有報道指

他日前到訪中聯辦一事，說：
「我肯定不是第一次去中聯辦，過

去十多年我每次去完中聯辦出
來，都很少會答大家問題，說見
過甚麼人談過甚麼。我去聊了一
會就走了。」他又坦承，是次選
舉不容易，但他十分感謝巿民大
眾過去對他的支持，承諾不會辜
負大家對他的期望，盡最大努力
爭取大家支持，並有信心可獲150
個提名，成為正式的行政長官候
選人。

唐英年不評論私人活動
昨日有報道指，參選人唐英年

亦於日前到訪中聯辦。唐英年以

「不評論私人活動」回應，但強調
自己一直希望聽取廣大市民多方
意見，與中聯辦有普通溝通並不
為奇，「如果中聯辦有意見想向
我表達，我好歡迎，亦會同樣以
虛心態度聆聽」。他又澄清早前在
回應記者提問時，指自己表示

「無計劃去中聯辦」，是因為記者
當時的問題是「會不會去」，故自
己回應說「無計劃去」，屬於

「future tense（將來式）」。
另外，唐英年稱尊重新民黨主

席葉劉淑儀宣布不參選下屆特首
的決定，並讚揚對方能幹，在立

法會表現卓越，未來一定會跟她
溝通，令選舉工作做得更好。

拜訪中聯辦 雙英話平常

專注黨務

唐英年與學弟學妹
暢談打造「人性化香
港」的治港理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 攝

▲

▲唐英年昨重返母校
培正中學，與老師和
學弟學妹對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國權 攝

■葉太估計穩持的「鐵票」
約20票至25票，不足以支持
她角逐特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梁振英稱有信心取得150個選
委提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