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首候選人唐
英年接連捲
入多宗負面
新聞，令提
名他參選的
部分選委需
要再討論投

票意向。28名選委全部提名唐英年的新界鄉議
局，其主席劉皇發指「提名和投票是兩回事」，
他們會在特首選舉日前再開會討論投票意向。全
國政協委員胡定旭則相信，唐英年已從「僭建風
暴」中汲取了教訓，有助對方改善處理危機的能
力，故會繼續支持唐英年參選。

鄉局將開會決定投票取向
鄉議局昨日舉行會議。劉皇發被問及他們的

投票意向時表示，特首選舉分為「提名」及

「投票」兩個階段，其中以後者最為關鍵。在發
生「僭建風波」前，鄉議局28名選委全數提名
支持唐英年，但考慮到選舉「世情多變」無法
預測，他們會在「投票」前開會再決定最終的
投票取向。
他認為唐英年在強烈民意反彈仍然堅持參選，

是有勇氣的表現，但在討論投票意向前，鄉議局
「任何人都會考慮及聯絡，早前亦有與梁振英通
電話交換意見，但具體內容不便透露」。
胡定旭承認唐英年在處理僭建問題上有不足之

處，但強調大家不要忘記去審視唐英年過去的經
驗，「（唐英年）有9年政府的經驗，亦在香港經
濟最低迷的時候，沙士之後好成功地將香港的經
濟在低谷中帶出來」，又指對方任財政司司長期
間，取消了遺產稅，令香港成為一個資產管理中
心，而取消紅酒稅亦令香港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紅
酒拍賣中心。
他續說，自己詳細看了唐英年的政綱，認為唐

英年的政綱能照顧方方面面社會階層，包括老人
和中產，故會繼續支持唐英年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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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英年日前向選舉主任提交了379個選委提名報
名參選，特首選舉主任潘兆初法官昨晨確認

378個有效提名，唐英年正式成為特首候選人。據
悉，由於簽署提名的香港佛教聯合會副會長黎時煖
的英文姓氏串錯字，故該提名被裁定無效，令唐英
年的有效提名減少了1個（見表）。

與林穎妍是泛泛之交
唐英年昨日在出席香港保險業聯會舉辦的選舉論

壇時表示，在「僭建風暴」的「高峰期」，自己仍堅

持出席香港記者協會的座談會，就是相信自己「經
一事長一智」，做行政長官需要接納批評聲音，有錯
就認，並勇於作出改正。
就近日有報章刊登他與新界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

女兒林穎妍的「搭膊頭」合照，並稱兩人有「親密
關係」，唐英年承認自己認識對方，指雙方是在一
個社交場合認識，但只是泛泛之交的朋友，並強調
不會作進一步的補充或評論，坦言這已不是第一位
在傳媒出現與他有緋聞的女士，亦相信可能不會是
最後一位，「我聽聞其他的陸續有來，所以我是不

評論，亦不補充」。

接受打擊 一力承擔

據無 電視昨日公布的特首民意調查，指其民望

首次低於反對派特首候選人何俊仁。唐英年在回應

時稱，由於最近一個星期有許多事件發生，對他的

民調支持度有一定打擊，並再次承認自己處理得不

好，「我接受這個打擊」，並會一力承擔近日發生的

多個事件。

不過，他強調，「我一定會勇往直前」，希望透過

自己的政綱，透過市民對他過往服務市民的認識，

「我相信我自己的政綱比起另外兩位參選人和候選人

的內容更加豐富，更加能夠回應、照顧到市民的需

要」，又指提名他的379名選委中，包括了各界代

表，「我亦會繼續努力，透過我的政綱和過往經驗

表現，爭取他們在投票時繼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參選人唐英年正式向選舉主任遞交了379個選委提名，

報名參選特首。行政長官選舉主任確認了其中378個為有效提名，正式成為候選人。唐英年形

容，提名他的選委的代表性相當寬、相當大，代表了社會的全面支持，但他承認自己之前對

多項負面新聞處理得不好，並願意承受這個民意挫折，又重申希望是次特首選舉是比政綱、

比經驗、比能力，「我不希望是比拚誰人的黑材料較少，或者拋一些女郎第幾號出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有報章刊登了特首參選人唐英
年及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女兒林
穎妍的合照，並質疑兩人有「不
尋常關係」，林偉強批評有關的
報道誇張失實，指兩人於兩三年
前在一社交飯局認識，其後從無
私下交往，實屬「泛泛之交」，
報載的照片為兩人在「成堆朋友

歡聚」的飯局後拍攝，絕非單獨約會。他並說，
其女兒婚姻家庭生活溫馨美滿，希望大家不要再
「杯弓蛇影」，甚至推想出任何陰謀論。

「早兩年已看過照片」
林偉強昨日在出席鄉議局執行委員會議時，被

大批傳媒追問有關其女兒和唐英年的關係的報
道。他說，女兒已於日前親口向他否認與唐英年
的緋聞，指雙方是認識了兩三年的「泛泛之

交」，關係則是「良師益友」。而報載兩人的「搭
肩膊」照片，是在其中一次社交聚會上，有「成
堆朋友」的情況下拍攝，批評有關報道與事實不
符，「我早兩年已經看過這張相片」，「香港並
非如伊拉克及伊朗般，揭開面紗就要槍斃，茶餘
飯後搭肩膊拍攝是不足為奇的」。
被問及據稱為兩人的「親密電郵」，林偉強認

為，現在正值選舉多事之秋，且今日社會科學技
術高明，電郵有可能經過修補及偽造，並相信
「謠言止於智者」，但指無意法律追究有關報章。

他並強調，自己對女兒操守絕對有信心，而女
兒與現任丈夫結婚接近10年，擁有6歲大的兒
子，婚姻家庭生活溫馨美滿，相信「清者自
清」，事件令女兒受到很大創傷，但相信不會影
響女兒的家庭生活，而礙於女兒在外國長大，不
熟中文措詞，故不會就事件公開回應，期望社會
見諒，又希望傳媒及公眾不要繼續「杯弓蛇
影」，再作任何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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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有效提名獲確認 正式成候選人

提名代表性廣
顯示各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無
電視委託中大傳播研究中心所進行的
「2012行政長官選舉意見調查」最新結果
發現，在5名特首參選人或「可能參選人」
中，被捲入「僭建風暴」的唐英年評分為
33分，比上月調查急跌21分，在5人中排
榜末。

葉太排第二 曾鈺成第三
是次調查由2月16日開始一連4日，就特

首參選人及可能參選人訪問了1,200人，
發現暫時以梁振英的支持率最高，有57
分，但疑因受到「西九風波」拖累，最新
評分下跌了2分，其中有5%人給予0分。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突然宣布參選，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亦積極考慮參選，調查機構
遂臨時加問500名受訪者有關兩人出任特
首適合與否的問題，結果葉劉淑儀在5人
中以47分排第二；曾鈺成則排第三，有45
分。
調查又發現，唐英年在「僭建風暴」爆

發後評分顯著下跌：在調查首日，即唐英
年指僭建為太太的主意當晚，其評分即較
上次調查下跌了16分，只有38分，翌日受
訪者對他的評分進一步跌至34分，第三日
則再跌至31分，令其平均得分只有33分，
整體更有25%受訪者給予他0分，令一直
排名榜末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因得分同
期上升了3分，以僅高唐英年1分排第四，
但亦有17%受訪者給予他0分。

唐梁差距再度拉闊
被問及希望誰當特首，調查顯示，唐英年和梁振

英上月的民望差距原已收窄，但是次希望梁振英當
特首的受訪者增加了近10%，唐英年則倒跌16%，和
梁振英的差距亦由上次11%拉闊至36%，何俊仁的支
持度則微升2%。就他們估計最後誰會當選特首，認
為是唐英年的最初有近80%，但目前減至約42%；認
為是梁振英的則由10%急升至36%。
另外，上次調查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均認為特首

選舉只會出唐英年、梁振英和何俊仁「三選一」格
局，今次則有約70%受訪者表示此3人都不會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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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定旭：唐已汲教訓會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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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強：社交聚會拍照平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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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提名名單
飲食界：14票 張來鎮（張成雄） 陳永安 盧浩宏 莊任明 黃傑龍

楊貫一 胡珠（胡曜麟） 馮仲佳 陳首銘 盛智文 鍾偉平 鄧清河

吳寶舜 譚兆成

商界（第一）：15票 袁耀全 楊國琦 余鵬春 郭炳聯 周松崗

于健安 Chugh Manohar Thakurdas 李大壯 胡慕芳 鄭維志 許漢忠

田北俊 周維正 彭耀佳 陳作基

商界（第二)：10票 陳幼南 陳　斌 李德麟 李國雄 余國春

黃守正 胡國祥 曾智明 馬忠禮 林銘森

香港僱主聯合會：4票 林李靜文 鄺正煒 蘇澤光 黎定基

金融界：11票 黃漢興 李民橋 陳智文 榮智權 王冬勝

王守業 李永逵 羅志偉 葉德銓 廖鐵城 孔令成

金融服務界：6票 張華峰 張為國 李月華（朱李月華） 許照中

李細燕 余維強

酒店界：8票 李 寧 呂志和 周偉淦 嚴國明 陸宙光 陳天佑

Hirst Andrew Richard Rushworth       Harilela Gobind Naroomal Gary

進出口界：5票 唐慶年 王賜豪 林宣武 潘慶基 陳仲尼

工業界（第一）：18票 孫啟烈 何志盛 劉耀棠 蘇永強 劉展灝

顏寶鈴 李錦雄 何志佳 鄭文聰 羅仲榮 李惠民 丁午壽

陳鎮仁 郭振華 譚天放 鍾志平 丁煒章 陳振東

工業界（第二）：14票 施榮懷 顏吳餘英 倪錦輝 吳永嘉 陳永棋

黃友嘉 方　平 司徒健 徐晉暉 楊志雄 吳宏斌 徐炳光

吳清煥 陳淑玲

保險界：9票 黃貴泉 甄健沛 郭錫志 潘榮輝 秦鈺池 尹志德

朱永耀 謝樹培 王覺豪

地產及建造界：8票 何安誠 羅嘉瑞 李嘉誠 黃志祥 何超鳳

李兆基 郭炳江 龍漢標

紡織及製衣界：18票 嚴震銘 黃啟智 陳通生 方　鏗 陳愛菁

李乃火喜 楊振勳（楊勳）顏金煒 梁嘉彥 童和平 陸雅儀 吳柏年

梁孔德 馮煒堯 鍾國斌 許章榮 陳亨利 譚志

旅遊界：4票 何 霆 董耀中 沈朝生 梁耀霖

航運交通界：9票 凌志強 黃良柏 何達文 李鑾輝 何懿德

李均活 司徒家成 鄭偉波 奚治月

批發及零售界：16票 黎　勤 黃光輝 馬景 朱繼陶 李應生

馬墉宜 李子良 朱嘉樂 李勝幟 孫大倫 劉鑾鴻 關百豪

郭少明 周梁淑怡 鄭素娥 麥瑞

會計界：1票 Macpherson Ayesha Abbas (劉麥嘉軒)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3票 何承天 林雲 呂元祥

中醫界：15票 張煒生 張國華 謝文賢 何國偉 何家昌

俞煥彬 趙少萍 關之義 陳蘭英 吳俊來 謝秉忠

林偉菁（林菁） 何國璋 梁榮能 曾超慶

工程界：2票 李承仕 潘樂陶

衛生服務界：3票 曹聖玉 劉慕儀 汪國成

高等教育界：1票 謝永齡

資訊科技界：2票 鄧淑明 黃錦輝

醫學界：1票 楊超發

漁農界：2票 黃　火 黎德全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體育小組）：8票 羅傑承 李群華

余國樑 吳守基 高克寧 陳念慈 鄭家豪 何仲浩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演藝小組）：12票 林小明 林建岳

莊冠男 馮添枝 李國興 陳榮美 吳思遠 黃 鳴（黃百鳴）

張康達 唐慶枝 洪祖星 周星馳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文化小組）：6票 費明儀 陳寶珠

鄒允貞 陳起馨 區永熙 陳杏葵（陳劍聲）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出版小組）：9票 吳靜怡 李祖澤

黃　旌 陳松齡 羅志雄 冼國忠 楊金溪 曾協泰 李家駒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35票 李賢義 吳良好 伍淑清 林樹哲

洪祖杭 計佑銘 何柱國 方黃吉雯 胡定旭 黃景強 盧文端

梁偉浩 施子清 梁國貞 謝　炳 呂耀東 李家傑 鄭家純

許仕仁 周安達源 李澤鉅 黃楚標 胡應湘 劉長樂 梁亮勝

盧溫勝 施祥鵬 莊紹綏 許榮茂 高敬德 王國強 蔡志明

容永祺 譚錦球 王惠貞

人大：3票 廖長江 王英偉 馬豪輝

立法會：14票 林大輝 陳健波 張宇人 詹培忠 方　剛

何鍾泰 林健鋒 劉健儀 梁君彥 梁劉柔芬 李國寶 石禮謙

黃宜弘 劉皇發

鄉議局：28票 林國昌 文春輝 陳崇業 簡松年 韋國洪

侯志強 林偉強 鄧賀年 梁福元 李志 鍾偉平 陳崇輝

余漢坤 李冠洪 曾憲強 李國鳳 文志雙 鄧勵東 陳嘉敏

周厚澄 馬慶豐 劉業強 成漢強 莫錦貴 梁和平 周玉堂

駱水生 曾樹和

港九各區議會：9票 張仁康 林玉珍 姚柏良 馮仕耕 何顯明

林啟暉 陳華裕 陳富明 邵家輝

新界各區議會：29票 黃澤標 湯寶珍 林發耿 黃碧嬌 李志強

梁志偉 周永勤 文光明 鄧家良 陳敏娟 陳國旗 羅少傑

梁健文 吳觀鴻 劉偉章 陳笑權 林　泉 梁家輝 陳金霖

鄭俊平 潘志成 湛家雄 譚惠珍 吳仕福 何大偉 葉曜丞

黎偉雄 蘇炤成 黃嘉榮

中華回教博愛社：9票 薩智生 楊義護 哈奇偉 脫瑞康 王香君

徐錦輝 楊汝萬 沙　意 馬超奇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1票 陳一華

香港道教聯合會：7票 湯偉奇 梁德華 曾忠南 馬梓才 梁　發

侯永昌 鄧錦雄

孔教學院：2票 吳榮治 呂天增

香港佛教聯合會：7票# 覺　光 釋智慧 釋道平 釋演慈 釋果德

何德心 釋妙光

#黎時煖因拼錯姓氏英文名的串法，被裁定提名無效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