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Y籲成立策略發展基金
特首選舉日漸近，梁振英繼續主動爭取不同界別選委

的支持。昨日上午，他和「IT Voice 2012」12名成員會
面45分鐘。有成員會後引述指，梁振英提出成立資訊科
技局，又會成立策略發展基金，利用資訊科技提升服務
質素。被問及他一旦當選，會否沿用「外行人」掌管資

訊科技時，梁振英回應說，不會單靠政務官掌管行業政
策，並 各界別可以提議人選。參與是次會面的選委莫
乃光表示，梁振英給他的印象是圓滑而具親和、說服
力，惟欠具體承諾。

梁振英在其參選政綱中提出，新一屆特區政府需要促
進工業發展、科技創新互動共贏，建議重組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為資訊及科技局，及工商及旅遊局。他表示，資

訊及科技局將負責制訂全面和系統的資訊及科技政策，
支持發展科技基礎設施，包括移動互聯網和大型數據中
心，及檢測和認證機構，為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打好基
礎，推動網絡經濟。加強協調現有支援香港品牌、設
計、產品研發的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

改進審批機制 方便企業申資助

同時，梁振英提出，香港有需要改進現有為企業提供
科技研發資助的審批機制，方便企業申請資助，包括企
業研發資金雙倍扣稅，及投資研發現金回贈增至20%，
同時要協助推動建立香港與珠三角的科技產業群，針對
珠三角重點發展的資訊科技、通訊設備、汽車電子、半
導體光源的技術，吸引產業和人才來港，與內地協同發
展。

他又承諾，自己一旦當選，會在在5年內將特區政府
投資研發的總開支提升至本地生產總值0.8%，及制定支
持科技應用和環保的政府採購政策。

唐唐：推粵深港科技共研
唐英年在其參選政綱中則提出，要加大力度在粵深港

等珠三角地區推動應用科技的共同研究，集中於與內地
有協同發展潛力的行業，加強與長三角地區及海峽西岸
經濟區的貿易聯繫，進一步擴大跨區合作範圍，促進傳
統工業和創意產業穩步發展。

他又說，香港以實體經濟為軸心，促進經濟多元化，
鼓勵及扶持新興產業發展，特別是文化創意和創新科技
產業，同時檢視及制定相關政策，在資金、土地和採購
等方面提供支援。他承諾會大力發展6項優勢產業，增
強對產業發展的規劃、引導及參與力度；制定策略推動
香港成為世界級創意產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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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興產業 雙英政綱各有妙計

梁倡設資科局 唐訂支援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資訊科技發展迅速。特首候選人

唐英年及梁振英在參選政綱中均

提出香港需要發展新興產業，包

括了創新科技及資訊科技。梁振

英承諾，自己一旦當選，會成立

資訊科技局及成立策略發展基

金。唐英年在其參選政綱中則提

出，他一旦當選，就檢視及制定

相關政策，在資金、土地和採購

等方面提供支援。

行會保密原則 政界齊促遵守

責唐涉違選舉例 羅范指「加鹽加醋」 唐再講商台續牌：曾與梁「短暫爭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就所謂「出動防暴隊鎮

壓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示威者」、「縮短
商業電台牌照續約」等，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及梁振英
雙方各執一詞。唐英年在電台節目訪問中，稱自己所
說的是「親身經驗」，又指自己曾就有關問題有過「短
暫的爭論」，又再「披露」相關行政會議的討論「內
幕」。梁振英競選辦否認唐英年指控，多名時任行政會
議成員的政界中人就認為特首曾蔭權應就連日的爭議
表態(見另稿)。

唐英年昨晨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自己對梁振英的
兩項指控，是他的親身經驗。在商台續牌問題上，自
己之所以記憶清楚，是因為商台續牌是他時任工商及
科技局局長的份內工作，並指當時有一份由他處理的
建議商台續牌的文件上呈行會討論，以決定商台能否
續牌，當時行會內無其他局長對該文件有意見，而行
會內的非官守議員只有數人，故此很記得梁振英當時
在行會內的說話。

他聲言，梁振英當時在行會內提出，商台上午有一個
由「名嘴」鄭經翰主持的節目，晚上又有一個由「名嘴」
黃毓民主持的節目，不停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言辭亦
十分苛刻；既然商台可免費續牌，政府不收分毫，當局
是否可在此時提出續牌要求並「趁機整頓」。

唐英年續稱，自己當時據理力爭，指言論自由是香
港核心價值，特區政府應包容不同聲音批評政府，不
應以此作為改變續牌的條件，尤其其時近《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社會「氣氛不安」，改變續牌規定會
有反效果，故他其時極力反對，並和梁振英爭論數
次，但「為時不長」。

時任特首的董建華最終拍板同意商台續牌12年。他

稱，倘最終商台續牌年期縮短，有違他主張言論自由
的原則，超越他作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原則底
線」，他就會辭職。

被問及何以在當時的政府新聞稿中，他說行會內沒
有討論過商台續牌的事，唐英年解釋稱，可能由於發
稿當日是行會討論商台續牌之前，故自己只能「如實
表達」。

就「防暴隊」論，唐英年稱，這是他在行會內的
「親歷見聞」：雖然《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
非他政策範疇內，但因梁振英在行會內「發言不多」，
一旦對方發言，自己就會分外記得，又指當年因有

「社運人士」提出號召5萬人圍堵立法會，故行會確有
討論事件對社會的影響。

解釋「防暴隊」出處 源自「堵立會」討論
他說，會上有人認為若有數萬人滯留中環，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否可容許中環癱瘓一兩日，更重
要是，香港有否能力維持數萬人集會的秩序，控制場
面，不讓市民受傷，但梁振英屬「鷹派」，支持推動立
法，更「隨意拋出一句以防暴隊催淚彈對付市民」。

唐英年稱，當時與會者有10多20人，「真相始終會
揭露出來」。但他補充，由於梁振英的話不長，也沒有
引起接續討論，故當年與會者今時今日只記得會議主
題而不記得細節亦不足為奇。

原指自己「深思熟慮」後才「爆料」的唐英年又
稱，連串指控並非「選戰策略、存心部署」，而是因為
梁振英「很有機會當選特首，有權做很多事」，又在選
舉論壇中引述未經證實的電郵內容攻擊他，才令他

「不惜再犯行會守則洩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在行政會議發表聲明強
調保密原則不容牴觸後，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再度公開
談論另一候選人梁振英「阻撓商台續牌」，及「出動防
暴隊鎮壓示威者」言論。梁振英競選辦公室主任羅范
椒芬質疑，唐英年是在捏造事件後再「加鹽加醋」，並
指在徵詢法律意見後，唐英年已「明顯違犯」選舉條
例第26條，即發布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陳
述，但梁振英現階段會以和為貴，不計劃在選舉前採
法律行動或到廉署報案。

「一個謊言再加另一個謊言」
梁振英競選辦主席張震遠及羅范椒芬昨日與記者茶

敘，反擊唐英年再度接受電台訪問「爆料」。羅范椒芬
批評，唐英年連日對梁振英的指控是說謊及捏造事
件，而至今並未有一個人證實其言論，但對方反過來
向梁振英發律師信及到廉署備案，是「賊喊捉賊」及

「擺姿態」；而唐英年在電台節目中進一步聲稱，自己
當年「據理力爭向商台續牌12年」，更加是「一個謊言
再加另一個謊言」。

羅范椒芬說，梁振英競選辦在上周五的選舉論壇
後，已徵詢法律意見，認為唐英年違犯了選舉條例第
26條，但為了以和為貴，不希望再「你一拳，我一

腳」，能讓選舉重回正軌，故梁振英未有立即採取法律
行動，但會保留追究權利，亦會將一些理據及聲明交
予廉署。

張震遠：梁振英無收過警告信
就梁振英早前否認因洩露行政會議機密，收過特首4

封警告信，張震遠重申，梁振英沒有收過警告信，但
曾收過一封由特首發出，提醒他身為行政會議成員言
行的信件，內容關於梁振英在2008年於香港電台節目

《千禧年代》發表言論時，他跟政府就行會保密制及集
體負責制理解不一致，於是特區政府發信解釋立場及
定義。

羅范椒芬在節目上又形容，很多事情要「聽其言，觀
其行」，自己以往認識的唐英年，即使遇到爭議仍會

「面露笑容」，質疑他近日學得「像台灣選舉般」，不拿
出證據就隨便指控別人，是「受人唆擺」或政治扭曲人
性，但最重要是市民懂得分別哪些只是「選舉策略」。

她又指，在特首選舉提名期時，不少「做生意」的
選委雖支持梁振英，但因「受某些人的壓力」而不能
公開提名。不過，梁振英及其競選團隊一直努力爭取
每一個選委及市民的支持，又指周日的特首選舉一旦
流選，將會對新一屆政府帶來很大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就特首候選人唐英年連
日來披露行政會議的「內幕」，曾任行政會議成員的民

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行會的保密原則應要遵守，任
何人都不可以用任何理由不遵守相關規矩，但認為事
件應留待特區政府處理。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指，特區政府已就行會保密
協議發表聲明，任何人說出疑為行會討論內容就已經
違反了有關協議，又認為在特首選舉前找到「真相」
的可能性很微。

葉太：令政界惶恐應譴責
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質疑，唐英年如果真的重視

公眾利益，就應該早點講出事件，又批評現在有候選

人嚴重違反行會保密原則，無論內容是否屬實，都會
令政界惶恐，令他們擔心自己說話會否被人引述或扭
曲，同樣會影響公眾利益，故認為特首曾蔭權必須以
維護公眾利益為大前提，最起碼應該對有關人等作出
譴責。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在接受傳媒時亦認為，
在是次事件中，特區政府不應以「個別個案」為由拒
絕評論。

另外，工黨主席李卓人稱，公眾知情權應凌駕行會
保密原則，故立法會有必要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更
聲言特區政府應就是次事件向唐英年採取法律行動，
屆時法院會傳召證人及搜集證據，令事情可以「在陽
光下進行」。

自由黨投票 29選委自抉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提名特首候

選人唐英年、手執29票選委票的自由黨，主
席劉健儀在該黨黨員大會後表示，該黨的理
念與唐英年相近，但早前有關唐英年的消息
令公眾關注，令部分黨友感到「不太安
心」，故結論是讓黨友要自行抉擇是否投票
予唐英年，及讓黨員有空間投「白票」。

提名唐英年參選的自由黨昨日舉行特別黨
員大會，共有40多人出席。劉健儀在會後
稱，在小心衡量過唐英年及梁振英的理念
後，黨員始終認為唐英年與該黨的理念接
近，但連串負面新聞令部分選委對支持唐英
年打 個問號，但與會黨員無一支持梁振
英，尤其對方同樣被質疑誠信，故該黨決定
容許黨員投票或投白票，不過不會投票給梁
振英。

該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劉健儀及副主席方剛及周梁
淑怡則會「因應民意」投白票。

不過，根據該黨公布於3月13日至20日訪問1,928名市
民的民調結果，發現有32.9%受訪者選擇梁振英任下任
特首，唐英年的支持率為19.5%，何俊仁則只有7.1%，
另有29.7%受訪者就3名候選人都不支持。

該調查又問及受訪者對有大批選委投白票或不投
票，而令選舉「流選」的看法，表示「是好事，可吸
引新的參選人」的受訪者有34.2%，「是壞事，會開壞

先例」的有21.9%，表示「好壞參半」的佔22.9%。

劉健儀：屆時投「良心一票」
劉健儀稱，該黨並非鼓吹「流選」或投白票，而是

以「尊重民意為出發點」，因3名候選人目前的支持度
與前特首董建華及現特首曾蔭權當選時的民望相差

「一大截」，「投唔落」也是民意，又指最負責任是不
選而並非「求其選」。周梁淑怡補充說，「夾硬避免流
選而夾硬選」是極不負責任的，且選舉制度中亦容許
流選，自己屆時會投「良心的一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
示，民建聯明日會開會討論特首選舉的投票意向。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璆則指，工聯會於今日下午開會
討論特首選舉投票意向，又指自己所接觸的工聯會選

委都傾向支持特首候選人梁振英。
潘佩璆昨日被問及工聯會會否綑綁式投票時表示，

每個政團都有自己的取向和指引式意向，而投票是不
記名，故最後如何投票「都是個人決定」。

工聯會選委傾向挺梁 民記明開會

選 情 拼 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曉晴) 特首選舉將進入「決
勝局」，各政黨、政團及專業團體等陸續就投票意向
表態。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林光祺表示，該會的11名
選委不會綑綁式投票，而是按選委諮詢過會員後的意
願作決定。

建築師學會會員於前晚與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的選委會面，向對方反映大家對新特首人選的意見。
林光祺昨日在一公開場合上形容，會員的討論熱烈，
對3名候選人均有不同意見，而大部分人在人選方面並

無傾向性，其中較年長的會員多傾向支持特首候選人
唐英年，而年輕的會員傾向支持另一候選人梁振英。

被問及該會會員對反對派候選人何俊仁的意見時，
林光祺笑說，會員都認為他當選特首的機會較低，但
認為他有心為香港，「希望再下一屆特首競選見到他
再參選」。

該學會並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做好長遠土地供應
及城市規劃工作，並落實推動建築師打入內地市場等
措施。

建築師學會11選委 不綑綁式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就特首候選人唐英年
涉及的「大宅僭建事件」，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重
申，作為執法部門，屋宇署對處理樓宇違例建築工程
的工作，一直堅持依法辦事、一視同仁。

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書面回覆議員就有關「大宅
僭建」事件提問時表示，屋宇署設有既定程序，如有
舉報或傳媒報道的懷疑僭建物涉及的業主為高級政府
官員或社會知名人士，引起公眾高度關注，為早日釋
除疑慮，署方會率先跟進。在完成所需巡查及調查
後，屋宇署會根據《建築物條例》及現行對僭建物的

執法政策，對所有這些個案採取一視同仁的執法行
動，並不會由於業主是高級政府官員或社會知名人士
而作出特別安排。

另外，涉及事件的唐英年昨晨在「烽煙」節目中，
被聽眾質疑他批評另一候選人梁振英時，自己在處理

「大宅僭建」問題時亦「過分從容」，只輕言「挖深
」，同樣的誠信問題。唐英年回應說，自己知道

「真的假不了」的道理，不能說謊，所以從來沒有否
認，故已就大宅僭建認錯，又指自己只是初期表達時
的確含糊，而「含糊和否認相差十萬八千里」。

林太：依法處理唐宅僭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陣營昨晚舉
行會議，討論周日特首選舉的投票意向，但依然未能
取得一致共識。反對派決定陣營內的203名選委可以

按照定出的3種選項投票，包括投給何俊仁、投白
票，甚至不投票離場；倘出現第二輪投票，全體反對
派選委會離場及即時舉行記者會。

反對派：投何投白或離場

■自由黨開會決定投票意向，共有40多人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唐英年承諾一旦當選，就檢視及制定相關政策，在資金、土

地和採購等方面對資訊科技界提供支援。圖為不久前唐英年出

席由資科界選委舉辦的論壇。 資料圖片

■梁振英昨日和「IT Voice 2012」12名成員會面45分鐘。有成

員會後引述指，梁振英提出成立資訊科技局，又會成立策略發

展基金，利用資訊科技提升服務質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