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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代主席劉慧卿昨日在接受傳
媒訪問時稱，兩名特首候選人唐

英年及梁振英表現均不理想，聲言事態
發展「轟動」，「超乎想像」，故她個人
不贊成投票更希望是次選舉「流選」，以
突顯「小圈子選舉的陋弊」。工黨主席李

卓人亦聲言，反對派選委應投白票，該
黨在投票當日更會「離場抗議」，以示對
「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譚耀宗：選委須有承擔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在接受傳媒訪

問期間，被問及該黨選委在特首選舉的
投票意向時表示，他們會在23日開會討
論投票，研究讓選委自由投票或一致投
票，但重申民建聯不贊成「流選」，強
調選委都有承擔，故民建聯147名選委
定會作出選擇，不會投白票。
被問及會否懲罰投白票的選委，他表

明，民建聯的選委都是有承擔的，相信
選委會慎重考慮中委會作出的決定。
譚耀宗又坦言，倘各候選人再有未經

證實的負面消息流出，會令到選情不清

不楚，令人混淆，故希望香港社會集中
討論各候選人政綱。

劉健儀：鼓勵黨友投票
提名唐英年參選的自由黨主席劉健儀

強調，儘管自由黨在投票取向方面的確
「有困擾」，但強調兩名建制派候選人都
有誠信及處理能力的問題，身為負責任
的選委，如果投不下票也算是負責任做
法，但前提是不會以白票推動「流選」
為先：「點選（投票）都困擾好多選
委，做（選）唔落都無辦法」。
她續說，自由黨將於本星期中開會討

論投票意向，即使有黨內選委認為候選
人「表現不濟」，自己仍會鼓勵他們盡
量投票，因為這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林健鋒：一定不投白票
提名唐英年參選的「經濟動力」召集

人林健鋒昨日亦表示，過去數個月的特
首選舉過程無法集中討論政綱，確令人

失望，但強調自己不會為此而投白票。
同樣提名唐英年的選委林建岳昨晨表

示，唐英年對梁振英的指控「不會是空
穴來風」，但自己會視乎昨晚的特首選
舉論壇，及未來數日事情是否有新發
展，再決定投票給誰，又會與其界別內
的選委商討，希望在原則上一致投票並
「一定不會投白票」。

葉劉淑儀：流選損害香港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新民黨將

於特首選舉前一日，即24日開會，決定
投票意向。自己會根據理念、政綱、民
意支持度等決定投票意向，但不贊成
「流選」，以免對香港社會帶來不穩定因
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委陳智思表

示，自己並無投白票的打算。
另外，數名「愛護香港力量」成員昨

晚到選委特首候選人論壇場地外，要求
各選委不要投白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研究
協會公布的最新問責官員評分民調，發現
在15位司局長中，有8人的滿意度評分錄得
上升，其中以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的升幅
最大，較1月的調查上升了0.13分至3.38
分，在所有司局長中的評分最高。香港研
究協會負責人相信，林鄭月娥評分上升與
其處理特首候選人唐英年住宅僭建事件的
做法得到市民認同有關。

黃仁龍評分第二高
香港研究協會於3月12日至16日期間訪問

了1,102位市民，以1分為非常不滿意，5分
為非常滿意，發現有8位司局長的評分均較1
月的調查上升。其中，林鄭月娥評分大幅上
升，評分第二高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的評分
上升了0.01分至3.15分。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的評分
均上升0.06分，分別有2.43分和2.62分。
不過，調查亦發現，有6位司局長的評分

下跌，其中跌幅最大的是衛生及福利局局

長周一嶽，滿意度評分下跌0.11分，至2.77
分。調查負責人相信，這與內地「雙非」
孕婦湧港問題未見明顯改善有關。
在對司局長的認識度方面，上任不足一

年的譚志源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均有12%受訪市民表示不認識，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亦同樣有12%的
不認識率。

官員工作表現提升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認為，逾5成問責官

員的滿意度評分錄得上升，反映大部分問責
官員最近兩個月的工作表現有所提升。但有
逾8成半問責官員的滿意度評分不足3分，低
於一般水平，反映多數問責官員的表現與市
民的期望仍有一定差距，情況值得關注。
負責人促請各問責官員正視市民的評價，

認真檢討過往工作，加強與市民溝通，深入
了解市民的訴求，急市民所急，積極回應市
民最關注的議題，提升管治能力，重建政府
管治威信，爭取更多市民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候
選人唐英年及梁振英就「出動防暴隊」的
爭議上各執一詞。時任行會成員的特區政
府前高官楊永強強調，在當年舉行的行會
上，並沒有人說過「出動防暴隊」的言
論。同時，包括提名唐英年的自由黨，未
有提名及投票立場的新民黨，以至多名提
名唐英年參選的選委，均反對當局公開有
關的行會紀錄，認為指控者應該提出證
據，而公開非但無助釐清事實，更會影響
新一屆特區政府邀請社會人士參與行會工
作。

楊永強：記憶中無人說過
前行會成員、於2003年擔任衛生福利及

食物局局長的楊永強，在接受傳媒查詢時
表示，行會當年在討論為《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時，並沒有人說過要「出動防
暴隊」的言論。被問及他是否意指唐英年
在「說謊」時，楊永強回應說：「我只是
說我的記憶，看你相信誰的記憶。」

陳智思：促唐交代「高層會議」
曾任行會成員的選委陳智思表示，倘唐

英年上周五在論壇所說的「高層會議」內
容是指行會，做法有問題，因行會成員曾
作宣誓保密及受到監管，認為唐英年跟特
區政府應該交代清楚，否則會影響新一屆
特區政府邀請社會人士參與行會工作：
「好多人會擔心在會上談論的看法，會否有
一天也會被公開呢？」

葉太：揭內容恐釀「白色恐怖」
時任行會成員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

晨就此再次批評唐英年，指對方不應公開
其他人在政府高層會議的講話內容，否則

會成為「白色恐怖」，又形容這是嚴重過
失，但強調自己在記憶中無人講過所謂
「出動防暴隊」，而並非「不記得」；儘管
不排除自己可能記漏，但自己當年身為負
責有關問題的專責官員，相信會記得大家
討論有關第二十三條的問題。
不過，她強調，行會中倘有人提出相關

言論，而有人披露就是「洩密」，無人講過
就是捏造，又不同意反對派要求當局公開
行會會議紀錄的要求，強調保持百多年來
行之有效的行政會議保密制度，是公眾利
益之一，「知情權不是絕對的」，不能因此
而無限索取資料。
當年身為行會成員、提名唐英年參選的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被傳媒問及有關問
題時，強調自己身為行會成員，會堅持遵
守行會的集體負責制及保密制。

劉健儀：唐應拿出證據
提名唐英年參選的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表

示，行會記錄並非逐字記錄，故即使立法
會取得相關文件也不會有甚麼作用，但倘
政府公開有關的紀錄，就會將「整個制度
翻開，完全搞亂晒」，強調行會保密制多年
來行之有效，要披露相關記錄不合理，又
說唐英年是「始作俑者」應拿出更多證據
澄清，讓市民作出判斷。
提名唐英年參選的「經濟動力」立法會

議員林健鋒，不贊成立法會動用特權法調
查，因為行會不會逐字紀錄每位成員的言
論，即使索取到文件亦無法釐清事實，而
認為應由兩名「當事人」進一步澄清更為
恰當。
昨日下午，工黨臨時舉行記者會，聲稱

已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要求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條例》，迫使特區政府提供

當年行會討論商業電台續牌，和2003年討
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的所有相
關文件。該黨主席李卓人稱，倘立法會主
席否決有關要求，他們會在周五的內務委
員會上再提出有關要求，即使不獲議員支
持，亦會在下周三立法會大會再次提出。

譚耀宗：不贊成引特權法調查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在接受傳媒查詢

時表示，民建聯不贊成立法會引用特權法
去調查是次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反對派鼓吹「白票論」、「流選

論」，多名選委均認為身為選委必

須向投票人以至全港市民負責，

強調自己絕不會投白票，並反對

流選。

8司局長評分升 林鄭最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蘋果
日報》網站昨日下午刊登即時新聞，稱6名
香港大學學生會「核心成員」集體請辭並
正醞釀策動「兵變」，港大學生會隨即發表
聲明，澄清絕無此事，要求《蘋果日報》
立即澄清及道歉。
香港大學學生會外務秘書趙希彤和時事

秘書連嘉欣昨日發表聯名聲明，批評《蘋

果日報》昨日下午的即時新聞，稱包括她
們兩人在內的6名港大學生會幹事會於昨晚
集體請辭並策動「兵變」的報道，並強調
「絕無此事」，又對《蘋果日報》連日來的
猜測性報道及是次「造謠」深表憤怒，又
對該報近日「過度介入」港大學生會事務
表示遺憾。「我們要求《蘋果日報》立即
澄清，並對造謠一事公開致歉」。

港大學生會批《蘋果》造謠促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在昨晚
舉行的特首候選人答
問大會上，身為選委
的「人民力量」立法
會議員黃毓民及陳偉
業，和社民連主席梁
國雄，不但動員「圍
堵」舉行答問會的場
地，更在候選人介紹
政綱環節喧嘩叫囂，
大鬧會場，並兩度打
斷特首候選人梁振英
的開場發言。最終，
「三丑」在選委們的喝
倒采聲中，不消數分
鐘就「收工」，由保安帶走。
由選委籌辦的特首候選人答問大會於

昨晚舉行。由於「人民力量」及社民連
等反對派政黨已「事先張揚」會到會場
抗議，故警方於昨日下午已在舉行答問
大會的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外加強保安
措施，包括架起鐵馬、設置示威區及採
訪區等，並有最少幾十名藍帽子警員戒
備及巡邏。

動員圍堵候選人阻進場
在各候選人抵達場地時，反對派示威

者試圖圍堵有關人士，阻撓對方進入會
場，有人更企圖跨越警方設置的鐵馬，
情況一度混亂。
身為特首選委的反對派議員則「裡應外

合」：在反對派候選人何俊仁發言後，另
一候選人梁振英準備發言時，黃毓民及陳
偉業忽然站立，在場內以「大聲公」叫喊

抗議。答問會主持人吳明林多番要求兩人
守秩序但不果，只得先請梁振英暫停發
言，及要求兩名擾亂答問會秩序者離開，
但兩人向保安員發難並拒絕離開，各與會
選委即紛紛報以噓聲，結果在籌委會主席
陳智思出動協調下，「兩丑」擾攘約5分
鐘後才「收工」離場。

梁振英發言兩度被打斷
隨後，當梁振英第二度發言時，手持

「紙製坦克車」道具的梁國雄接力大
叫，質問梁振英「是否共產黨員」，及
曾否說過要以「防暴警察」對付示威者
等。在搗亂約3分鐘後，他在多位保安
員協助下，「半推半就」地步出會場。
在論壇結束後，反對派示威者再次企

圖阻撓各候選人離開，只得勞煩在場維
持秩序的警員「再開路」，各候選人在
一輪擾攘下最終亦順利乘車離開。

三丑搗亂遭選委噓爆離場 政界指違保密制將損行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選舉將於周日（3
月25日）舉行，香港各機構均推出有關各特首候選人的
民意調查。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兩名選委於3月17日及3月
18日，向出席該會25間堂崇拜時段的18歲或以上的教友
進行「影子投票」，發現有944人表示支持特首候選人梁
振英。
是次「影子投票」共有2,975人投票，其中932票，包括

855張白票無效，而在2,043張「有效選票」中，發現以梁
振英得票最多，其次為另一候選人唐英年，獲得577人投
票支持，而投選反對派候選人何俊仁的則有522人。
負責是次調查的基督教選委，包括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前

會長李炳光，及該會候任副會長吳思源均指，期望透過是
次活動培養信徒的民主意識，促進香港民主進程，並承諾
他們會參考是次「影子投票」的結果，作為他們在周日特
首選舉時投票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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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選舉即將舉
行，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李柏康表示，在將
來的選舉當中，不會強制要求選民在投票前交出具
拍攝功能的手機或相機，但會呼籲選民在投票期間
不能拍攝，並警告倘觸犯有關選舉條例者，可能會
被判罰款和最高可監禁6個月。
李柏康昨日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上表示，在

過去多次選舉中，均未出現過有選民因拍攝投票過
程而被檢控，而要求選民投票前交出財物在執行上
亦有困難，加上選舉管理委員會不希望以過於懷疑
的態度去處理投票的選民，以免造成擾民，故當局
不會強制要求選民在投票前交出具拍攝功能的手機
或相機，但選管會會提醒在場的票站工作人員留意
情況，倘發現有人拍攝會加以阻止，並提醒觸犯法
例者會被判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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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就最近涉及行會討論
引發的爭議，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在出席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
後被問及事件時表示，行政
會議秘書處於上周六（3月
17日）發表的聲明中已清楚
說明，根據行政會議的保密
協議，當局對行政會議的內
容及議程等，均一概不作評
論。
行會秘書處於3月17日的

回應中指，按行政會議一貫
的保密制原則和做法，特區
政府不會就任何有關行政會
議的議程和討論作出評論。
不過，民主黨代主席劉慧

卿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目
前最重要的問題並非公開行
會紀錄與否，而是特首曾蔭
權有責任表態，是否有人披
露行會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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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愛護香港力量成員在特首選委論壇舉行期間請願，要求各選委不要投白票。圖為該批成員向抵

達現場的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表達訴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田北俊強調自己身為行會成員，

會堅持遵守行會的集體負責制及保

密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陳智思認為唐英年跟特區政府應

該交代清楚事件，否則會影響未來

行會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自由黨多名成員及友好，包括劉健儀，周梁淑怡等參與

特首選舉論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反對派示威者試圖圍堵各候選人，阻撓對方進入會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認清反對派陰謀 各界向流選說不

選委表明負責任不投白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