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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情有意外變數支持者紛紛勸進

曾鈺成葉劉考慮選特首

一 度被視為「特首黑馬」的曾鈺成，曾
表明考慮到自己是「三無一有」，即

「無人脈、無班底、無勇氣，只有少許自知
之明」，故去年中宣布無意「去馬」參選特
首。不過，曾鈺成於昨日突然表示，自己會
「認真考慮」是否參選特首。他否認是因為
覺得梁振英及唐英年因「西九風波」及「僭
建事件」而不適合當特首，強調自己仍然是
「三無一有」，但自己由前日早上至昨日下
午，接連收到不少好友真誠地向他提出參戰
的建議，故他決定「認真考慮」。

曾鈺成：盡快作出決定
曾鈺成又表示，暫時未有辭任立法會主席

的打算，期望先聽取各方意見，故未為是否
決定參選定下期限。他強調，「認真考慮」
是否參選，絕非草率的決定，又指首先最重
要的考慮，是衡量個人能力是否勝任帶領香
港迎接未來的挑戰。他說，自己手上沒有政
綱，而且要辭任立法會主席，會遇上一定困
難，因為呈辭亦不可以即時離任，他只能承
諾「會盡快作出決定」，倘不參選亦只能對
支持者表示「抱歉」。
立法會秘書處在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無

論《基本法》或立法會議事規則，均沒有列
明立法會主席辭職的程序，倘立法會主席要

辭職，一般而言需要向議員交代，但要以何
種形式交代，則要由主席自行決定。
被問及他因朋友游說而再度考慮參選，是

否意味他已獲得中聯辦的認可時，曾鈺成強
調，朋友「可以有好多種類」，他無法排除
朋友其中有人認識中聯辦官員，以至了解中
央政府的想法，但相信朋友只是發表個人意
見。
根據現行法例，特首不可以有政治聯繫，

即不可以屬於某個政黨。民建聯目前手執
147張選委票，身為民建聯會務顧問的曾鈺
成強調，不會要求民建聯捆綁式提名以至投
票，一旦當選，定會按要求退出民建聯，但
這是「很遙遠的事」。他當前要考慮的並非
有沒有信心取得足夠提名，而是如何將工作
做好。
曾鈺成又稱，民建聯不會再開會討論選委

提名安排，一切維持原本決定，即除了領導
層，其他選委可自由提名參選人。被問及他

是否共產黨員，曾鈺成則強調，現階段「並
無有別於過往的回應」，但承諾倘最終決定
參選特首，而公眾認為他需要解釋時，他會
有適當回應。

葉劉：唐退選易吸票
另外，一度聲言有意參選特首、最後又放

棄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表示，一直都
希望參選特首，而在「僭建風波」爆發後，
有選委對該事件表示不滿，尤其「站在公眾
利益的立場」，誠信比政綱更重要，而「唐
英年的個性、操守及能力都不適合做特首，
如果他當選，大家都會不開心」，故接觸和
鼓勵她參選，她會重新考慮參選特首。她又
指出，唐英年一旦退選，她在唐英年陣營及
梁振英陣營均有朋友，相信要吸納選委票就
「更容易」。不過，她承認，最重要的是能否
取得150張提名票，而提名期已經開始，自
己倘現在才表明參選，會遇上一定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宣布再認真考
慮參選特首，廣獲立法會內多個
黨派歡迎。他們讚揚曾鈺成是勝
任的行政長官人選，但認為現時
距離將於本月29日結束的提名期
限，只剩餘11日，故促請曾鈺成
盡快作出決定及公布參選政綱，
讓選委進一步研究他們的提名及
投票意向。

譚耀宗：未掌握含意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被問及

曾鈺成考慮參選時坦言，曾鈺成
昨晨才宣布會認真考慮參選，自
己事前未曾就此與對方接觸，故
民建聯仍未掌握他的「認真考慮」
的含意。不過，他表示，曾鈺成
作為民建聯創黨主席，擁有豐富
經驗及能力，待清楚他的看法
後，民建聯會進一步研究黨內選
委投票意向。該黨漁農界立法會

議員黃容根則表示，業界暫時未
有任何決定，但會慎重考慮提名
問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歡迎

曾鈺成考慮參選，認為立法會是
香港社會的縮影，而曾鈺成是民
選立法會議員，也是立法會議員
挑選出來的主席，相信會得到各
黨派及民意的支持，故倘對方有
興趣及積極參選，是「值得支持
的人選」，並相信在「這一階
段」，在各參選人中，曾鈺成和
梁振英較有勝算。
與曾鈺成關係密切的原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吳康民表示，特首選
情出現突如其來的發展，可能是
有人慫恿曾鈺成，但自己目前難

以評估對方的參選意慾，但以曾
鈺成的能力及從政經驗，實不失
為一名合適的參選人。

林大輝：唐梁料失票
身為唐英年競選班底的工業界

立法會議員林大輝亦讚揚，曾鈺
成擁有豐富議會經驗及良好口
才，是不可多得的政治人才，他
參選雖會為今年和2017年的行政
長官選舉帶來競爭，但提名期快
將結束，而手持147張選委票的
民建聯已決定開放提名。他估
計，民建聯成員及與該黨「關係
密切者」，都會支持曾鈺成，令
部分原本支持唐英年或梁振英的
選委有可能「轉 」，故促請曾
鈺成盡快決定，好讓唐梁兩人可
更容易點算票數。
民主黨議員李永達亦承認，曾

鈺成的幽默作風獲得立法會議員
的支持，但期望對方能早日公布
是否參選，並開誠布公地向公眾
發表參選理念，及其「背後的」
政治聯繫，和如何處理他與民建
聯的關係。

何俊仁：質疑動機
特首候選人何俊仁稱，任何人

都有權參選，不會評論何人有資
格取代唐英年參選，但他會質疑
對方的動機，指他們既然有意參
選、服務市民，為何不早出來表
明參選。他指出，該事件反映小
圈子選舉的本質，是玩幕後操作
的遊戲，即每個人都需要爭取中
央政府的支持甚至欽點才有信心
參選」，自己對此感到不屑，並
促請取消小圈子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選
情因參選人唐英年的「僭建風波」發生戲
劇性變化，有人擔心選委的提名取態會有
變化。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表示，根據法例，特首參選人未將提名表
交至選舉事務處的選舉主任手上，從法律
觀點來說，仍不屬於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提
名。換言之，在此之前，選委可以收回提
名，參選人亦可以增減提名。
被問到會否有特首參選人因「西九風波」

或「僭建風波」而捲入刑事案件調查，喪
失參選資格時，譚志源昨日強調說，根據
普通法精神，被告「一天未有被定罪，一
天都是無辜的」，當局會依法辦事。總選
舉事務主任李柏康補充指出，當局會與警

方和破產管理署核對資料，包括了解參選
人有否破產或有刑事紀錄，並由選舉主任
作最後決定。

特首不評論
他又強調，香港是法治之區，任何人士

包括有公職人員，若犯上刑事的責任，甚
至需要被處監禁的刑罰，均會根據相應程
序處理，「主要官員如是，行政長官如
是，議員亦如是」，倘有參選人在當選特
首後因被定罪而引致出缺，當局會根據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進行補選。

另外，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在一公開活
動上被問及上述問題時表示，不方便就特
首選舉的問題作評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西九
漏報」事件，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多番要求
港府公開當年比賽的所有資料，立法會內
務委員會考慮到事件引來全城矚目，且涉
及公眾知情權，加上特首選舉臨近，一致
決定於下周舉行特別會議，盡快討論及跟
進政府提交的文件，並會投票決定是否需
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務求將事件
達致陽光化。
民主黨代主席劉慧卿、地產及建造界立

法會議員石禮謙昨日在內務委員會上提
出，要求內會決定由事務委員會討論「西
九漏報」事件，並全面跟進公職人員涉及
利益衝突及誠信操守。
會上，多名立法會議員贊成港府公開所

有資料，但認為不應交由事務委員會，而
應舉行內會特別會議處理。劉慧卿亦同
意，要求港府提交西九全部文件，可能會
已超越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且西九項
目曾在不同的事務委員會討論，故要求內
會決定由哪一個委員會跟進。

先讓港府提交資料
石禮謙稱，他要求調查與特首選舉無

關，而是考慮到西九規劃涉及216億元的
龐大投資，港府有責任陽光化處理問題，
否則他會動議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
例》，索取資料。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亦附和，稱事件至今

引發外界揣測不斷，對梁振英不公平，而

考慮到時間迫切，立會應引用《權力及特
權條例》解決問題。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則強

調，民建聯從無偏幫任何特首候選人，故
對挑選合適平台討論事無意見，但認為引
用特權法，需要非常慎重，認為現階段並
非適當時候，應待當局提供更多資料後再
作決定。工聯會議員黃國健贊成，讓港府
先向立法會遞交文件，讓公眾理解當年的
情況；倘港府堅拒遞交，再討論下一步跟
進行動。
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則稱不應濫用立法會

特權去應對黑材料，並揶揄有議員隨便提
出引用特權法，是低智商的行為。
最後，內會一致決定於下周舉行特別會

議討論有關問題，並會去信港府邀請相關
官員出席，並視乎結果再考慮是否需要採
取下一步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參
選人唐英年大宅僭建地庫，前日公開向公
眾致歉，激發全城熱論，支持及批判之聲
紛紜。

李慧 ：唐缺守法意識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被問及「僭建風

波」會否成為他們選擇支持哪名特首參選
人的關鍵因素時坦言：「黨內的選委好關
注有關問題，會因應今次事件再作考慮。」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則指出，民建聯會

一併考慮所有參選人的政綱、團隊等一籃
子因素，又認為唐英年的解釋是否事件的
全部，及是否應該退選等問題應由市民決
定。不過，她坦言唐英年就是次事件的回
應，令她感覺到對方缺乏守法意識，尤其
他在出任政務司司長期間，特首曾蔭權曾
要求各高官檢視物業有否僭建，但他當時
仍未「察覺」問題。

黃國健：個人決定不挺唐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則指出，唐英年先後

被揭發有婚外情及僭建地庫，有關的回應
甚為牽強，無法做到「修身、齊家」，更遑
論「治國、平天下」。他又強調，唐英年本
有機會向行政會議申報僭建，再尋求專業
人士解決，儘管工聯會仍未決定提名及投

票意向，但他考慮到其應變能力，個人決
定無法提名及投票予唐英年。

王國興：誠信掃地難救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亦指，唐英年過去幾天

的「擠牙膏式」回應令公眾失望，認為他有
意「以謊言掩蓋謊言」，誠信掃地難以挽
救，而任何明智及理性的人都會看到參選人
的表現、誠信、操守及應對危機能力，即使
唐英年向工聯會開出更多、更好的「期
票」，都不能打動工聯會的理性選擇。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重申，自由黨當日提

名支持唐英年，是考慮到對方與自由黨理
念相近及其他因素，但政治人物最重要有
誠信，尤其是參選行政長官的人選，自己
難以接受唐英年的解釋，故在事發後已立
即籌備黨內諮詢，待有結果後會再決定投
票取向。不過，她暫時未收到任何黨友或
選委，要求取回給予唐英年的提名。

吳康民：唐選票流向梁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亦不排除僭

建事或影響唐英年選情，令部分原本支持
唐英年的選委，轉投主要對手梁振英，但
他估計唐英年未必會退選，因選舉工程已
進行得如火如荼，其團隊未必想就此棄
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西

九風波」及「僭建事件」先後爆發，

兩名特首「熱門參選人」梁振英及唐

英年分別被捲入事件，特首選戰再增

變數。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態

稱，特首選舉出現令人意外的新變

化，自己連日來接獲大量朋友游說出

戰，他會「認真考慮」是否參選特

首，盡快作出嚴肅決定。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同日認為，唐英年已不適合

做特首，她會「重新考慮」是否參選

特首，現階段首先評估能否取得150

張提名票。

提名表未送選舉處
選委仍可「縮沙」

僭建發酵 部分議員挺唐或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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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會下周跟進「西九漏報」

■曾鈺成（左）昨日突然表示，會「認真考慮」是否參選特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葉劉淑儀（右二）昨日表示，會「重新考慮」參選特首。 資料圖片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左圖）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右圖）。 黃偉邦攝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