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3名特首候選人
日前首次同場同台討論環保政策。儘管未經過激
烈的辯論，參與論壇者給予唐英年的支持是3名
候選人之中最低。唐英年在其選舉網誌上撰文，
解釋自己未順應在場環保團體的取向，「(我)當
場只要表態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便可即時贏到
掌聲」，但強調「從政者不能只追求掌聲，迴避
爭議。政客討好各方，最後一事無成。掌聲過
後，只會換來更大的噓聲」，故他最終才未有順
應在場環保團體的要求。
唐英年昨日在其選舉網誌中發表題為「噓聲掌

聲」，回應日前環保團體舉行的論壇，他在與會
者中所得的支持率最低的問題。他坦言，「環保」
是一個人人關心的議題，尤其是環保團體，他們
有崇高的使命感。但政策要落實時，往往產生很
大爭議，因要平衡各方利益，包括立法方式徵
費，如膠袋稅；立法禁止污染行為，如停車熄
匙，都要逐步建立社會共識。至於廢物處理設
施，如堆填區、焚化爐也受到地區居民及環保人
士反對。
他坦言，在道理上，大家都明白要推動源頭減

廢，如推行生產者責任制、家居垃圾分類、推動
回收產業，減少垃圾產生，才能夠正本清源，但
問題在於香港源頭減廢仍在起步，落實需要一段
時間，成效也不是一時三刻見到。在這期間廢物
仍要拿去燒及堆填。

源頭減廢未見效 要起焚化爐
唐英年續說，在論壇上，有人問各候選人是

否贊成石鼓洲選址的新焚化爐，「我知道環保
團體是反對的，有很大爭議性。當場只要表態
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便可即時贏到掌聲。但

我認為在源頭減廢未見成效前，是需要在遠離民居地方，
起低污染新技術的焚化爐，這答案換來的當然是噓聲」，
「回到競選辦，同事問我為何不順應環保人士要求，表態反
對。我同他們說，從政者不能只追求掌聲，迴避爭議。政客
討好各方，最後一事無成。掌聲過後，只會換來更大的噓
聲」。
在選管會舉行的簡介會後，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唐英年就

指，特區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處理環保問題上的確有不足之
處，自己才剛辭職，也需要負起一定責任，但指在論壇後自
己與有份出席人士談起，均認為3名候選人在論壇的表現「不
相伯仲」。
唐英年又強調，是次環保論壇讓出席的各候選人可以就環

保政策各抒己見，有助是次選舉重回正軌，讓各候選人集中
討論施政理念，又指未來將會有很多類似的論壇，希望各候
選人可以繼續透過這些機會，向全港市民和選委介紹自己的
政綱內容、理念及經驗等。

A6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2年3月5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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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昨日看望了港澳地區全

國政協委員，並參加討論。習副主席在講話

中強調，要更加團結地維護港澳社會和諧穩

定，積極推動社會各方面顧全大局、理性溝

通，進一步促進包容共濟、和諧穩定。習副

主席強調團結對香港意義重大。香港是一個

多元化的社會，社會各利益階層應互相理

解，彼此包容，反對分化對立，才能夠求同

存異，凝聚共識，化解矛盾，解決所面對的

一系列政治、經濟、民生、社會問題與矛

盾。

習副主席向港澳政協委員提出三點意見，

包括：準確把握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堅定

信心、穩中求進、開拓前進；切實把握國家

「十二五」規劃實施的歷史機遇，深化內地

與港澳互利合作，謀劃長遠、奮發有為；始

終把握國家長期經濟發展和港澳繁榮穩定的

大局，建言獻策，建功立業。 這三點意

見，其實對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亦有普遍的

指導意義。要做到這三點要求，關鍵是社會

各界要加強團結。正如習副主席指出，香港

特區政府要換屆，還有回歸15周年慶典活

動，做好這些工作，特區政府要做出努力，

也需要各界大力配合，以香港和國家整體利

益為重，鞏固、發展好當前來之不易的良好

局面。

特區政府換屆，正處於香港歷史上一個關

鍵的時期。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已持續4個年

頭，時間之長、情況之複雜，前所罕見。在

新一年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下，香港社會存

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可能會更加突出，包括

經濟轉型舉步維艱、低文化低技術勞動力就

業困難、貧富懸殊、跨代貧窮、基層市民生

活困難等。社會各界只有團結合作，才能同

心協力面對困難，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和矛

盾。

歷史的教訓不可忘記。過去幾年本港社會

的泛政治化傾向，衍生數不清的爭拗。民粹

主義泛濫，內耗和爭拗不斷，令政府動輒得

咎，難以集中精力進行科學有效的決策，社

會亦缺乏搞好經濟的和諧環境。在此情況

下，中央不僅加大了在經濟上挺港的力度，

而且從各方面努力推動香港社會構建和諧。

目前，香港經濟已走上復甦道路，民生進一

步改善，求穩定、促發展、謀和諧進一步成

為社會主流共識。只要社會各界以團結為

重，就能鞏固、發展好當前來之不易的良好

局面。 (相關新聞刊A2版)

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將於今日上午開幕。今

年「兩會」，既是中共十八大召開前的一次重要會

議，又適逢「十二五」規劃處於承上啟下的關鍵時

刻，意義深遠。今年「兩會」有兩大亮點：一是將

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讓廣大民眾都

能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二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為國

家的健康發展注入動力。隨 中國改革開放深化，

涉及的各種民生問題日益凸顯，繼續深化改革不但

是民意所向大勢所趨，也是解開種種發展制約，推

進國家經濟社會轉型的必由之路。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政協的一個聯組會上，強調

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一方面

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更好地解決人民最

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另一方面充分發

揮社會的參與作用，引導和支持社會力量大力弘

揚中華民族扶貧濟困、扶弱助殘的傳統美德。胡

錦濤的講話反映中央將保障民生放在更重要的位

置，這既因為中國已進入了現代化過程中民生問

題凸顯的階段，處理好民眾的利益問題已成為中

央最主要的決策考量，也是因應國際形勢風雲變

幻，唯有切實解決人民的切身利益，經濟社會的

發展才能有穩健基礎。預期中央將會在去年的基

礎上繼續加大對民生保障的力度，令民眾都能分

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今年是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中國的改革在取

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改革的樽頸。在兩會

前，有關進一步深化改革成為輿論焦點，由各界紀

念鄧小平南巡講話，到溫家寶總理多次強調「不改

革只有死路一條」，再到《人民日報》早前發表的

《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評論以及

人大政協的提案，都在在反映了社會對於深化改革

的期望。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政協開幕當天的工

作報告中多番提到改革一詞，更是充分表達了堅持

改革的需要。

應該看到，在過去粗放式的增長模式取得舉世矚

目的成就之後，今日中國不論在經濟及社會等方面

都面臨 發展的樽頸，例如粗放式經濟下對於自然

資源的過度消耗；人口紅利的拐點將至；經濟結構

偏重投資及出口，相反消費市場長期不振令三駕馬

車發展不均，等等。同時，法制建設、社會保障、

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制度建設跟不上經濟的發

展，這些都加大了經濟改革的難度，也為社會管理

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歷史表明，隨 改革的深入往

往會因為既得利益者的阻撓而令改革陷入停頓。國

家「十二五」規劃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財稅體制

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顯示中央深化改革的決

心。兩會將為國家的改革凝聚共識，為推進改革提

供巨大的動力。

習副主席強調團結對香港意義重大 更加重視民生 堅定深化改革

抽籤後梁與助選團合照 唐讚號碼佳與車牌一樣

特首候選人：梁1 何2 唐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特

首選舉將於3月25日正式舉行，並確定

唐英年、梁振英及何俊仁3人獲超過

150個有效提名，成為是次選舉的正式

候選人。選舉管理委員會舉行候選人簡

介會，並即席透過抽籤為3名候選人編

定候選人編號。在選舉主任潘兆初法官

抽籤後，梁振英成為1號候選人，何俊

仁為2號，唐英年則為3號。選舉管理

委員會主席馮驊表示，選舉日首輪投票

將於上午9時至11時進行，如有需要進

行多於一輪投票，第二輪投票及第三輪

投票將分別於當日下午2時至3時及下

午7時至8時進行。

選舉管理委員會於昨日下午2時30分為3名候選人舉行
簡介會，講解進行競選活動時的注意事項，並抽籤決定
各候選人的編號，及分配選舉橫額的指定位置。反對派
候選人、民主黨「暫時辭職主席」何俊仁提早於1時45
分到場，但他就一直在大堂外不斷講電話。另一名候選
人梁振英則於2時抵達大會場，並靜靜地坐到第一排位
子。一身便服的唐英年則在2時10分抵達，並在入場後
分別與梁振英及何俊仁握手才坐下。

上午9時起首輪投票
馮驊在會上首先簡介了是次選舉的相關法例及規定，

表示特首選舉於3月25日投票，當局的預計開支約為
4,200萬元。選舉首輪投票已定於上午9時至11時進行，
如有需要進行多於一輪投票，則第二輪投票及第三輪投
票將分別於當日下午2時至3時及晚上午7時至8時進行，
倘需要進行第四輪投票，就會於翌日繼續。
在投票結束後，票箱會隨即被運送到中央點票站，以

點算選票。候選人、選舉代理人和監察點票代理人可以
在場監察整個點票過程。公眾人士亦可以在中央點票站
的指定範圍內觀察點票過程。點票結束後，選舉主任會
於中央點票站宣布選舉結果。
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資料已上載於選舉網頁：

www.elections.gov.hk。
就備受談論的所謂「流選」的問題，他表示，一旦

「流選」就需要根據法例再重新啟動選舉程序，而參加
「第一次」選舉的候選人需要申報先前所耗費的選舉經
費，但由於選舉程序屬重新開始，故倘有關候選人再參
加選舉，則無論提名程序及選舉經費都可以重新計算。
馮驊又呼籲各候選人及其代理人嚴格遵守選舉活動指

引及相關法例，並與選管會及相關部門通力合作，以確
保選舉在公開、公平、誠實及廉潔的情況下進行，並強
調倘在是次選舉中發現有選舉舞弊行為，選管會會轉交
執法部門跟進。

唐唐：3號是一個不錯號碼
其後，潘兆初法官主持了候選人編號抽籤儀式。梁振英

獲編配為1號，何俊仁是2號，唐英年是3號。在抽籤後，
唐英年笑言，號碼只是隨機抽籤，但直言「3號幾好，是
一個不錯號碼」，因自己有部車的車牌正是「3388」。
隨後，大會透過抽籤決定候選人展示競選廣告的位

置。在抽籤完畢後，梁振英上台與一班助選團成員拍照
留念，但未有回應傳媒提問就離開。

特首選戰 3人鬥到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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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抽籤後，梁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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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加強與香港
市民的互動。在3月12日晚上7
時半至9時，梁振英將會在其
位於中環的競選辦公室，舉行
「接觸CY茶敘」公開活動。

在facebook專頁中，梁振英
發出預告，表示將於12日舉行
以「撐CY，撐香港，說出你
的美好願望」為主題的茶敘，
邀請香港市民將他們對香港的
願望寫在該專頁，數量不限，
而到3月11號晚6點正，市民所
寫的Posts中，被最多人Like的
幾位朋友，將會被邀請於12號
晚7點半到CY位於中環的競選
辦公室參觀，與CY一起飲
茶，暢談香港未來。請大家踴
躍參與。
另外，梁振英於每日下午到

旺角派發新書及為市民簽名，
並感謝各位市民踴躍支持。他
說，雖然自己未能夠和每一位
支持他的朋友拍照簽名，但大
家的熱情支持令他很感動。接
下來的21天，自己已預計要

面對更多挑戰，但強調大家發
聲的支持，將會成為對他的最
大鼓舞。

香港文匯報訊 3月3日上午，特首候選人唐
英年、何俊仁同日在騰訊網開通微博，此前梁
振英已先行開通，至此三大特首候選人在微博
上也進入同台競爭的狀態。據悉，唐英年原本
不欲在網絡開通賬號，這是破例為之。
3日，三人微博所發環保政綱，均為接受環

保組織訪問內容。至昨晚8時，唐英年粉絲為
4.5萬多人；何俊仁6.1萬多人。而CY因搶先於
2月5日開通，其粉絲量現已超過97萬。從三候
選人的聽眾來看，幾乎清一色為內地粉絲，可
見內地民眾關注香港競選之熱切。
從網頁來看，三人風格明顯略有不同。何俊

仁公開了個人聯繫地址、電話，梁振英則附加
競選官網地址，他們二人還發布了多張個人照
片；相比之下，唐英年作風顯得比較低調，相
關資料付之闕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