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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安生與何俊仁為何極力抹黑特首選舉？
陳方安生與何俊仁借助特首選舉中出現的一些「黑材料」
，借機抹黑特首
選舉，誣指「黑材料」正暴露「小圈子」選舉缺乏透明度和中央欽點的弊
端。這不僅是違反常識和事實，而且是別有用心。事實上，任何競爭性的
選舉，都不可避免會出現「揭短」和「抹黑」的事件。這在西方司空見
慣。今次特首選舉高度開放透明，競爭激烈，香港傳媒又極為發達和高度
自由，出現「黑材料」不可避免。這與特首選舉的方式並無直接的關係。
陳方安生、何俊仁之流不過是借機攻擊否定特首選舉制度罷了。

攻擊「小圈子」選舉邏輯不通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昨天被問到如何
看特首選舉中的黑材料時，稱正暴露「小
圈子」選舉缺乏透明度和中央欽點的弊
端，她希望能早日有真正普選云云。代表
反對派的特首候選人何俊仁也頻頻聲稱，
兩位建制派候選人紛紛爆出醜聞，是「小
圈子」選舉的惡果，他傾向在特首選舉中
投白票或離場，以抗議不公平的小圈子選
舉。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在西方選舉中，最慣用、也最常見的就
是抹黑競爭對手，醜化對手的政績、形象
和人品，最終實現自己勝出。西方選舉中
最狠毒的手段，就是設計陷阱置對手於死
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卡恩因為涉
嫌性騷擾而在美國被捕，不少人都認為這

是一次政治陰謀，是為了政治選舉而發出
的暗箭。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相互抹
黑的招數不斷發展升級。兩黨這次「抹黑」
對手的廣告投入超過1.6億美元，是吹噓自
身的廣告投入金額的10倍。
除抹黑之外，西方選舉最常見的就是揭
老底。只要你參與選舉，那麼你就可能面
臨被刨祖墳、挖老底的可能。不僅你當政
期間的所有事情，就是你以前甚至小時候
的事情也會被重新挖一遍，甚至是你的祖
宗八輩，親戚朋友都要接受「審查」。例
如在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中，麥凱恩陣營
指奧巴馬和一名激進分子的交情表明奧巴
馬與恐怖分子有聯繫，奧巴馬陣營則翻出
麥凱恩多年前捲入金融醜聞的舊賬。
陳方安生與何俊仁借助特首選舉中出現

的一些「黑材料」，抹黑特首選舉，完全
違反常識和事實。陳方安生攻擊特首選舉
中出現的「黑材料」是「暴露『小圈子』
選舉缺乏透明度」，這在邏輯上根本講不
通。如果今次特首選舉不是高度透明，完
全置於公眾和輿論監督下，怎可能出現這
麼多「黑材料」。輿論認為，從社會的關
注度來說，今次特首選舉雖無普選之名，
但卻有普選之實。這顯示，陳方安生為抹
黑特首選舉，連最起碼的邏輯都不講了。

陳方安生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二字
必須指出的是，陳方安生其身不正，她
假裝廉潔和正義化身，再次暴露她的虛偽
與無恥。「Foxy解密」披露，陳方安生獲
得黎智英捐出130萬的政治獻金，沒有向
當局申報，嚴重衝擊香港高薪養廉的原則
和公務員誠信不阿的要求。陳方安生對她
收受黎智英的政治獻金至今諱莫如深，令
人更加質疑其中貪瀆與政治交易的黑幕，
亦暴露這位「香港良心」銅臭熏天。
實際上，陳方安生捲入金錢醜聞早有前
科。她於1993年發生「十成按揭」醜聞，
其女兒也在同一年獲銀行九成一按揭購買
豪宅，事件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
是典型以權謀私的事件。但陳方安生對
「十成按揭」醜聞一直抵賴不作交代，現

在卻假裝廉潔和正義化身，真是不知人間
還有羞恥二字。

何俊仁其身不正，何以正人？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參選以來，一直對該
黨接受黎智英巨額政治獻金避而不談，也
沒有什麼政綱，只是到處抹黑造謠，大肆
香港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
攻擊另兩位候選人。其實，誠信最值得質
無可諱言，特首選舉前一段時間出現了
疑的卻是何俊仁自己。
據「Foxy解密」披露，在2006年至2010 一股「揭短」和「抹黑」風潮。不過，在
年間，黎智英每年平均向民主黨捐款260 今次特首選舉高度開放透明和競爭激烈的
萬元，當中有4年的單年捐款達到300萬。 情況下，以及香港傳媒極為發達和高度自
可見，黎智英對民主黨有非常穩定的捐獻 由的環境中，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
金額。何俊仁去年回應該黨有關涉及外國 任何競爭性的選舉，都不可避免會出現
政治獻金醜聞時，以「保障捐款人私隱」 「揭短」和「抹黑」的事件。這在西方的
為由，「三言兩語」搪塞了事，對「捐款 選舉中司空見慣。比起西方選舉抹黑和揭
人」身份諱莫如深，更不肯承認黎智英就 老底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香港只能說是
是民主黨的幕後「最大金主」。廉潔面前 「小巫見大巫」。顯然，特首選舉中出現
人人平等，何俊仁須交代政治獻金黑幕。 「黑材料」事件，與特首選舉的方式並無
民主黨議員身為議員而醜聞纏身，可謂 直接的關係。陳方安生、何俊仁之流不過
劣跡斑斑。據本港傳媒揭露，民主黨議員 是借機攻擊否定特首選舉制度罷了。
今次特首選舉出現的一些詭異現象，
涉嫌利用唯景空殼公司，非法騙取公帑近
600萬元，變為民主黨經費和裝入民主黨 令人懷疑背後有外國勢力在操控。何俊
議員荷包。李柱銘又與楊森狠狽為奸，公 仁聲稱民主黨傾向在特首選舉中投白票
然違反立法會議員不得聘請親屬為議員助 或離場，這是否他所聲稱「會繼續與外
理的規定，用公帑高薪聘請楊森胞妹為李 國領事交流見面」制定的反對派特首選
柱銘的議員助理。李永達大搞婚外戀，何 舉策略？何俊仁須向社會作出交代。

市民望新任特首
解土地房屋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是 民，了解市民對今年特首選舉的意見。調查發現，

鄭治

次調查於3月1日至8日，訪問了1,078名18歲或以上市

祖）特首選舉進入最後衝刺階

最多人認為新任特首必須先解決「土地及房屋」問題，其
次為「社會福利」
，最後是「人口政策」
。調查機構認為，
調查結果反映相當一部分市民對近期樓價高企、置業難等
問題感到不滿，希望來屆特區政府能重視及回應有關訴
求。

段。香港研究協會最新民調結
果顯示，有32%受訪市民認為
新任特首首要解決的是「土地
及房屋」問題，20%認為是
「社會福利」，14%指是「人口
政策」
。被問及特首最重要具備
的條件時，各有21%受訪者表
示是「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及
「民意支持」，17%認為是「領
導能力」
，認為是「誠信」的則
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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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他當特首的為21%，與梁振英的差距為21個百分點。
反對派候選人何俊仁在全數7項條件均不及梁振英，5項及
不上唐英年，其中受訪者認為其誠信及領導能力方面較唐
英年優勝，而支持何俊仁當特首的僅佔1成。
最後，3名候選人都不支持的受訪者佔23%。

多數市民不接受互揭黑幕

被問及3月25日的特首選舉結果，有68%受訪者認為3月
25日的特首選舉「多數不會」及「一定不會」出現流選的
同時，調查並就7項特首應具備的條件，包括政綱、領 局面，而表示「多數會」及「一定會」的則合共佔17%，
導能力等，邀請受訪者評價3名特首候選人，並選出自己 反映大部分市民有信心3月25日的特首選舉能順利產生下
屬意的特首人選。結果發現，受訪者認為梁振英在政綱 任特首。被問及當選人時，有41%預計梁振英有最大機會
（41%）、捍衛香港核心價值（35%）、誠信（32%）、與中 勝出，其次為唐英年的28%，而認為是何俊仁的則只佔
央關係良好（33%）
、領導能力（36%）及競選表現（34%） 4%。
6方面皆較其餘兩位候選人優勝。因此，有最多受訪者，
另外，就近期出現不少針對候選人的「黑材料」，調查
共42%支持梁振英出任新特首。
就顯示，45%受訪者表示「不接受」特首候選人互揭黑材
就另一「大熱」唐英年方面，受訪者認為他在與公務員 料的選舉文化，而表示「接受」的則佔33%，反映互揭黑
關係良好（31%）的條件較其餘兩位候選人優勝，而表示 材料的選舉文化未能得到多數市民的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涂若奔、王曉雪）就行
政長官選舉的投票意向，全
國政協委員施子清表示，福
建籍的一些選委日前就此次
行政長官選舉進行了討論，
表明他們非常重視候選人的
理念、政綱和經驗，以及是
否得到廣大公務員支持，其
他「花邊新聞」並不值得重
視。施子清昨日表示，福建
籍選委已有共識，會珍惜手
上一票，不會投白票，並希
望這場選舉是一場公開、公
平的選舉，是一場君子之
爭，又希望新特首人選可以
引領港人走上安居樂業的道
路。
長江基建主席李澤鉅被問及
有關問題時重申，自己是生意
人，不懂政治，但希望選委是
根據認識多年的候選人形象，
作明智決定，「認識一個人要
長時期，而不應是選舉前的一
段時間」
。

李家傑相信絕不會流選
基兆業地產副主席李家傑
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則指，自己
一定會投出一票，並相信特首
選舉絕不會流選。

唐梁支持度差距21個百分點

盧文端憂負面消息損選舉公正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徐海煒）全國政協外
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日前參與港澳政協委員與國
家副主席習近平會面時，在發言中談到香港的選舉
文化問題。盧文端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自
己當日提出這個問題，完全是出自於擔心特首選舉
中出現大量的負面消息，最終會損害香港選舉制度
的公正性，乃至當選人的認受性。他衷心希望透過
開放、公平的平台，讓參選人比拚政綱和能力，爭
取選委和市民的支持，最終選出符合愛國愛港、具
有管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等3條件的特首人選。

擔心走向台灣式抹黑
盧文端在訪問中表示，自己當日的發言並非針對
個別特首候選人，而是針對香港在最近一段時間內
出現的選舉文化。他強調，是次特首選舉對香港未
來很重要，尤其香港有許多深層次問題，如貧富懸
殊、經濟轉型，應該讓市民去了解這些候選人有何
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而非只是他們的負面消息；
讓市民有充足的資訊，去了解和認識各候選人的政
綱、能力等各方面條件。
在是次選舉中，有關兩名「熱門」候選人的負面
消息層出不窮，而忽略了候選人的政綱和理念。他
擔心，香港選舉會走向台灣式的負面宣傳為主的選
舉文化，只聚焦在「台灣式的抹黑、揭短」
，令無論
最終任何一位候選人當選，其認受性都會受到嚴重
損害，亦會影響選舉制度本身的公平性。

盧文端續
說，這情況
倘繼續，不
但對建制派
團 結 很 不
利，更可能
被香港的反
對派在今年9
月的立法會
選舉中利用
作為選舉的
工具，「最
終受傷的還
是整體建制
派」。因此，
他才在與習
近平會面時
提出意見，
徐海煒 攝
希 望 行 政 長 ■盧文端
官選舉可以重回正軌，回復到君子之爭。
盧文端強調，自己好希望這次選舉可以是一場公
平、公正、公開的君子之爭，尤其是可以在包括傳
媒在內的公平、公正的公眾平台，讓候選人比政
綱、比理念、比能力，才是好的選舉文化，而在一
個君子之爭的選舉制度中選出的當選人，才會獲得
最大的認受性。

CY：和太太向來公私分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關特首選戰負
面新聞愈揭愈多，《蘋果日報》報道稱，梁振英太
太上月聯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妻子、工聯會會
長鄭耀棠妻子等，到澳門觀音堂借庫，被質疑梁曾
兩家「私下關係密切」。梁振英強調，自己和太太
向來公私分明。
梁振英昨日在記者會上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否認
太太談論過西九事件，太太亦沒有借同遊澳門機
會，透過曾德成太太向曾德成傳話，又指自己有
事，可自行致電曾德成商談，毋須梁太或曾太幫

忙。他強調，其太太是一律師樓合夥人，有自己的
社交圈子，多年來他跟太太不論在公職或專業方面
都「分得好清楚」，謹守不向太太透露的原則，期
間兩人的公司幾乎是全無業務往來。

鄭耀棠：報道不影響工聯投票
被捲入事件的工聯會會長鄭耀棠，承認其太太早
前曾到澳門遊玩一天，但不知太太與誰同行，自己
也不知道她認識梁振英的太太，但形容「香港地方
細」，很容易會遇上不同的人，並強調有關報道不

論
論

俊仁被揭發「包二
奶」並與「二奶」合
夥開公司炒樓，民主黨議
員嫖妓和性騷擾醜聞層出不窮，等等，暴
露了民主黨議員道德淪喪。何俊仁和民主
黨其身不正，何以正人？

會影響工聯會的投票取向。
另外，坊間流傳梁振英在接受傳媒專訪時，因內
容觸及「六四」等敏感議題而「掟咪離場」，梁振
英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自己於本周初原本安排
接受有線電視訪問，但在訪問前發現有很多問題事
前並不知道，包括「六四」及「八萬五」等，認為
要多些時間蒐集資料，結果當日無接受訪問並另擇
時間，其間並無所謂「掟咪」
。
當日邀約梁振英專訪的有線電視記者在接受傳媒
查詢時亦證實，梁振英並無「掟咪」這個動作，並
承認梁振英當時回應說，因問題不在原先大綱內
容，需要時間蒐集資料，結果雙方安排再進行訪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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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涂若奔）特首曾蔭
權接受富商款待一事備受關注。知名社會運動家杜
葉錫恩昨日就在《南華早報》撰文，指曾蔭權身為
行政長官，需要參加很多活動及應酬，這並不意味
他收受利益，或變得腐敗。長江基建（1038）主席
李澤鉅指，根據雙方曾在公開場合接觸的印象，特
首給他的感覺是「做事正直、盡忠職守」
，之後更給
出「大公無私」的讚語。

多年努力被「殘酷地埋葬」
杜葉錫恩在撰文中指，自己早於曾蔭權擔任新界
行政主任已經認識，了解到對方為香港做了很多事
情，尤其是在擔任特首期間，曾蔭權積極改善民
生，做了很多事情，但在過去一段時間，他所作的
努力都被「殘酷地埋葬」
，「除非有絕對的證據證明
曾蔭權有利益衝突，否則任何人都不應該指責曾蔭
權有舞弊行為」
，又質疑一批口中說 要「爭取民主
的年輕人」
，是否真的在爭取民主，又或者只是相信
「曾蔭權政敵」所作的「惡毒政治攻擊」
。
她又強調，廉政公署已就有關指控接手調查，自
己相信廉署的出色工作及其中立性，不會因任何人
而有所改變。

李澤鉅：抱恙工作「好陰公」
李澤鉅昨日在長江基建的業績會上，被傳媒追問
對特首曾蔭權的評價時，他回應說，近日身在北京
開會，對情況不太了解，但就主動向傳媒透露，有
一次出席活動時，與曾蔭權握手，察覺對方「手好
凍」
，詢問後得知特首當時正在發燒，「我見到他的
樣子都覺得辛苦」
，如相同情況發生在自己或是同事
身上，定會告假休息，而特首抱恙仍堅持，「好陰
公」
，並感嘆道，相比之下，「我做生意（較特首這
份工作）要容易很多」
。

「陳百萬」避談獻金醜聞
▲
其
身
不
正
▼

就近日特首曾蔭權與富 需要以身作則 。 我 本 人 不 相
豪來往的風波，一直迴避 信整個公務員團隊都貪腐或
解釋自己在壹傳媒集團主 者接受不應該接受的款待。
席黎智英「政治獻金」醜 但我想強調，我們一向這麼
聞中的角色的前政務司司 好的傳統、我們那些價值觀，
長陳方安生（陳百萬）未 是很值得我們去保留和鞏固
有評論，但稱廉潔奉公是 的。」
公務員團隊的核心價值，希望
陳百萬又評論到今年的特首
當局能一直捍衛和保持。
選舉，稱無論由誰當選行政長
特首選戰戰情激烈，加上曾 官，那人都應該受巿民尊重和
蔭權被捲入所謂「富豪款待」 支持，以品格、誠信、能力、
事件，令因「維基解密」揭露 經驗服人，並聲言連串有關候
其向美國駐港領事「告狀」， 選人的負面消息，「正反映了
要求美國「介入香港事務」， 『 小 圈 子 選 舉 』 是 某 些 人 的
以及涉及黎智英「獻金醜聞」 『欽點』」，「若選委覺得沒一
而備受批評的陳百萬，於昨日 位候選人可以支持，也很難怪
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就特首問 他們投白票」，並稱香港人要
題 發 表 評 論 ， 圖 「 挽 回 民 到有「真普選」，才能有公平
望」
。
公正公開的特首選舉。
她稱：「身為領導階層者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防利益衝突委會諮詢公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
立檢討委員會正式邀請公眾提
交意見書。任何人士、機構或
團體，包括檢討所涵蓋公職的
現任或前任人員，可以於4月16
日或之前，以郵寄、傳真或電
郵方式向獨立檢討委員會提交
任何意見。
委員會主席李國能昨日表
示，一個廉潔的政府是香港社
會歷久常新的核心價值，而對
適用於最高公職、用以防止及
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的制度，市
民非常關心，最重要的是要讓

他們對此有充分信心，故委員
會決定就適用於行政長官、行
政會議成員，以及政治委任官
員，用以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
衝突的現行規管框架和程序，
廣泛邀請公眾提出意見。
市民倘有意見，可傳真
(852)2971 0902或 以 電 郵
irc_secretariat@irc.gov.h提交，亦可
郵寄至香港中環雪廠街11號中區
政府合署西座8樓委員會秘書處
收。進一步資料已刊登於獨立檢
討委員會網頁（www.irc.gov.hk）
。
另外，委員會將於4月中舉辦一
場公眾諮詢會，詳情容後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