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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特首選舉前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舉行

所謂特首選舉「民間全民投票」活動。這個所

謂的「全民投票」，錯漏百出，存在大量造假的

空間，完全是一場不科學不嚴謹不中立的政治

鬧劇，特別是在設計安排上誤導市民投白票，

其目的是要配合反對派鼓吹的「流選」圖謀。

在特首選舉前夕的敏感時間，利用民調製造虛

假民意，干擾特首選舉的正常進行，應該予以

揭露和批評。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故意將「全民投票」放

在特首選舉日前夕舉行，在時機上相當敏感

及不適當，其目的是要用民調結果來影響特

首選舉，反映其並非是一般的民意調查，而

是一次有預謀的政治行動。據昨日有份參與

投票的市民透露，在網絡投票時如果3分鐘之

內未有作出決定，系統便會自動將其選票撥

入白票行列，變相製造了大量白票。更有市

民指在票站投票時，工作人員故意影響其投

票選擇，例如不斷強調4號是投白票，另外3

個號碼是誰卻不作介紹等，令不少市民質疑

主辦方有預設立場。加上投票過程簡陋粗

疏，甚至要市民自行在白紙上填寫資料，都

令外界擔心有心人可以輕易造假，以達到其

政治目的。

必須看到的是，現時全力鼓吹「白票論」及

「流選論」者，主要是反對派的政黨和政客，目

的是要打擊特首選舉的認受性，抹黑醜化建制

派候選人，否定現行的制度。港大民意研究計

劃在特首選舉前夕高調舉行製造投白票的「全

民投票」，正是為配合反對派的「流選」圖謀，

意圖推高投白票比率，製造市民支持「流選」

的假民意，以達到反對派抹黑以及否定今次特

首選舉的目的。

特首選舉已進入最後關鍵階段，香港社會尤

其是所有選委都應看清所謂「全民投票」的虛

假性，不要受其誤導，應顧全大局，堅持按照

愛國愛港、具有管治能力和社會認受性3個條

件，在第一輪投票中選出多數人擁護的特首人

選。

隨 本港政制發展邁向雙普選，未來各種選

舉將會更加激烈。現時世界多個國家及地區都

有法例禁止民調機構在投票前一段時間再發表

民調結果，以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公正。然而，

本港卻沒有類似法規，導致一些機構公然利用

民調手段去影響以至操縱選舉，當局應 手研

究完善有關法規。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昨日表示，今年香港面對

不尋常一年，經濟既有下行風險，亦需關注近

日樓市再次出現資產泡沫風險，當局會要求銀

行以高審批標準發放貸款。事實上，近期受熱

錢湧入及低息環境影響，本港樓市在短暫調整

後再現「小陽春」。然而，外圍及內地經濟不明

朗因素正在累積，經濟逆轉的風險增加，本港

樓市泡沫隨時有被戳破的危機，投資者必須提

高風險意識，切勿因一時之好景而招致損失。

為應對歐債危機，減低銀行流動性壓力及穩

定金融市場，最近歐洲央行兩度推出長期再融

資操作（LTRO），共注入逾1萬億歐元至當地銀

行體系，當中部分資金可能已經流入新興市

場，推高當地的資產價格。2009年美國推出量

化寬鬆政策，大量資金流入本港市場，令樓價

節節飆升。本港年初至今首3個月，反映樓市走

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由去年底的95.47

點，升至目前的99.17點，累積升幅有3.88個百

分點，當中2月樓市更出現小陽春。樓市持續向

好，用家和投資者積極入市，二手市場成交價

屢創新高，不少業主實行封盤反價，有買家更

極速睇樓5分鐘即拍板入市。一時間，在熱錢帶

動下，本港樓價重展升浪，連去年當局遏抑樓

市措施亦被抵銷至無形，樓市熾熱氣氛捲土重

來。

陳德霖昨日強調本港樓市有泡沫，已是本月

內第二次發出警告。目前歐債危機只是暫時喘

定，難言見到明顯起色，反而有惡化的危機。

美國經濟同樣增長緩慢、失業率高企。內地今

年繼續壓抑樓市，對本港樓市也會產生影響。

香港作為開放而細小的經濟體，受到內外兩重

因素的作用，經濟前景不明朗的因素增加，樓

市泡沫爆破可能性更大。98年本港樓市崩盤，

也是因為亞洲金融風暴侵襲，在毫無先兆下突

然發生。另外，目前本港銀行的流動性偏緊，

貸存比率處於過去10年的高水平，本港實質按

揭利率亦由兩年前0.7厘升至目前2.5厘，息口持

續上升，肯定加重供樓負擔，構成樓價向下的

壓力。

目前樓價的反彈已有一段時間，升幅已屬非

理性範圍，亦脫離市民的負擔能力。為防範樓

市泡沫爆破，影響本港金融系統穩健，金管局

責無旁貸要求銀行收緊放貸標準，做好流動資

金風險管理和信貸風險管理。普通置業者和投

資者更要保持清醒，懂得物極必反的道理，勿

對樓市過分樂觀。 (相關新聞刊A6版)

「全民投票」是要配合反對派「流選」圖謀 勿因「小陽春」忽視樓市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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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無論誰當選 樓市聯匯料穩定
樓價取決利率預期 政治焦點將轉至立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敬文）新任

特首將揭盅，市場關注新特首登場後可

能增加土地供應，進一步打壓本地樓

價。美資投資銀行花旗大派定心丸，指

無論誰任新特首，對本港樓市影響均短

暫，並認為新政府會繼續維持港元兌美

元的聯繫匯率制度。

指流選礙新特首交接
花旗昨日發表報告，指明日舉行的特首選

舉，「流選」的可能甚微，但隨 部分選委倡
議投白票，流選的機會正在增加。該行認為，
由於由誰接任特首的因素持續不明朗，政治的
熱議會更熾烈，流選確會引起市場的不安。倘
若流選真的發生，另一輪的特首選舉會於5月
份舉行，屆時將容許新的侯選人加入，但勝出
的新特首僅剩下較小的時間組成新的管治隊伍
及與現任政府協調以順利交接。
報告指出，3名候選人—前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和民主黨主席何
俊仁當中，唐英年和梁振英均在本身的政綱
中提出，假如當選後會致力增加土地供應，
以及增建公共房屋，為中低收入人士提供住
屋保障的大方向。在現時政府制定2011/12
年至2015/16年的5個財年內，提供7.5萬個公
屋單位的目標上，唐英年提出額外增加4萬
個公屋單位，而梁振英則建議加快興建公屋
的速度。

梁唐房策影響不明顯
市場普遍的憂慮是假如將來供應增加，而需

求因為更多人符合申請公屋資格而減少，將會
拖低樓價。不過，花旗認為，樓價走向最終仍
取決於對利率的預期，以及目前和短期的供求
情況，唐、梁兩人提出的土地和房屋政策會進
一步打壓本地樓價的影響並不明顯，相信社會
會很快接受誰人當特首，因此對市場的影響相
信短暫。該行亦相信，由於調查事件仍持續進
行，加上不斷的示威抗議，新政府在交接期會
充斥 政治的噪音，政治焦點之後會轉移到9
月份的立法會選舉。

政治不明朗不宜脫
對於現行的港元掛 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

花旗認為現時的通脹情況並不需要調整聯繫匯
率，更重要的是，該行相信香港存在 眾多的
政治和政策的不明朗因素，這是改變聯繫匯率
的最不適合時機。該行預期新政府組成新管治
班子後，要 手處理一些急要的事件，如收入
不均、香港與內地文化差異，以及房屋和土地
問題。

新民黨今決投票意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民黨今日

下午會舉行會員大會，討論在特首選舉中的投
票意向。新民黨副主席史泰祖估計，該黨黨員
會較傾向支持梁振英，並認為廣大市民不希望
見到流選，希望選委切實選出勝任的行政長
官。
被問到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會否考慮加入新

一屆特區政府的問責團隊時，史泰祖未有直接
回應，只說自己相信葉劉淑儀有能力勝任，在
適當時候會作出有智慧的決定。

漁農界慎重考慮 60票投梁 醫學會跟民望 15票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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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員會籲公僕堅守中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擁有60
個選委的漁農界開會後，一致決定明日全
數投票支持特首候選人梁振英。漁農界立
法會議員黃容根坦言，經過早前兩場辯論
及答問會，以至候選人落區與業界接觸，
發覺梁振英相對細心聆聽業界意見及想
法，及後提出的政綱更有採納業界建議，
不少選委形容梁振英可靠，為提升漁農界
未來的發展，決定選出理念相近的候選人
出任行政長官。
早前57票提名支持特首候選人梁振英的

漁農界選委，昨晚開會討論特首選舉取
態，及後55名在席選委員一致通過全數60
票投給梁振英。
黃容根說，梁振英經過連串「爆炸性新

聞」，但民調顯示仍有超過4成人支持他，
相反唐英年對政府保密制度的「處理不
當」，且誠信出問題，漁農界決定支持民
望較高、誠信可靠的候選人。他續說，曾
經提名唐英年的2名選委，以及缺席會議
的5名選委員，會前已經同意根據業界的
投票意向。

團體模擬選舉 唐梁相差僅8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明

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中西區及離島服務
單位合辦「2012我也要選特首」模擬選
舉活動，發現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取得
227票，得票率為39.6%，另一候選人梁
振英得219票，佔38.2%，反對派候選人
何俊仁則有127票，為22.2%。
調查機構於3月17日至23日期間於中

西區和離島區內4間中心設立票站，有
678名18歲以上香港巿民投票，並於昨
晚公布投票結果。其中，唐英年以8票
之差險勝梁振英，而投票有95張白票，
10張廢票。大會指，由於沒有候選人得

票過半數，按照行政長官選舉中需要取
得601票的要求，是次模擬投票可定義
為沒有候選人勝出。

房屋問題最受關注
同時，明愛在票站提供紙條，供投票

者寫下新任特首的首要工作。有560名
巿民回應了選擇特首的條件和原因，其
中最多人考慮的是管治能力，有126名
投票者，即22.5%；道德操守居次，有2
成投票者表示會考慮，第三至五位依次
治港政綱、管治團隊實力和愛港愛國，
分別有19.3%、12.7%和10.6%巿民表示

會考慮。
被問及對新任特首的首要工作期望，

在117名回應巿民中，有29%投票巿民認
為是解決房屋問題，並有32名、即
27.3%受訪巿民認為應首先處理老人福
利和醫療問題。
另外，在207名受訪市民中，有199人

（96.1%）支持在2017年以一人一票方式
選出特首，其中有91人（46.4%）認為
應由符合候選人資格人士自行參選，86
人（43.9%）建議由合資格選民提名，
19人（9.7%）則認為可以沿用目前的選
舉委員會提名方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手握15
張選委票的醫學會公布最新業界調查，發
現特首候選人梁振英的支持度最高，有
36.5%，其次唐英年的25.6%，而何俊仁
的支持度最低，僅得8.6%。醫學會會長蔡
堅表示，他們會根據業界傾向將15票全數
支持梁振英。
醫學會於3月初至20日以問卷形式訪問

了1,639名全港註冊西醫及牙醫，其中收
回的598份（36.8%）支持梁振英、419份
（25.6%）支持唐英年，而141份（8.6%）

支持何俊仁，另有481份（29.3%）表示希
望該會選委在特首選舉中投白票。
蔡堅說，醫學會尊重部分業界支持投

白票的意願，但考慮到是次調查顯示梁
振英得到的支持度最高，加上梁振英的
施政承諾與醫學會的理念相近，故醫學
會15名選委決定全數綑綁投票支持梁振
英。
但強調是次調查結果只是供業界選委

參考，不會規定醫學界選委票投指定候
選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之跨境及國際
個案工作服務於3月3日至12日進行
了跨境家庭選特首的問卷調查，在
收回的630份有效問卷中，兒童及
青少年組別有55%受訪者希望梁振
英成為特首，35%希望唐英年任特
首，何俊仁有10%。成年人組別有
47%希望梁振英成為特首，希望唐
英年成為特首的有44%，何俊仁有
9%。
是次調查對象為在深圳居住之港

人家庭，及來港不足一年之新來港
人士。調查分兩個組別進行，一組
為6歲至18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另
一組為成年人。
兩個受訪組別的受訪者均認為人

格和誠信是成為特首最重要的條
件。兒童及青少年組別認為愛國愛
港（37%）、誠信（33%）及廉潔
（29%）最重要。成年人組別的受
訪者則認為廉潔（40%）、有能力
發展香港經濟（28%）及聆聽民意
（26%）最重要。

就具體訴求方面，受訪者期望新
一屆特區政府解決跨境學童保姆車
安全問題，其中兒童及青少年組別
的受訪者有54%，成年人組別為
51%；在內地設立香港政府資助的
港人子弟學校，前者有38%，後者
有41%；增加跨境學童課後活動的
資源，前者有37%，後者有4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最近
有人以「一群高級公務員」的名義發表
公開信，指稱特首候選人梁振英上任，
勢必「強迫公務員跳船」。香港政府華
員會發表聲明，強調公務員隊伍堅守政
治中立的原則至為重要，並誠盼個別公
務員或公務員團體避免主動捲入行政長
官競選的「漩渦」。
華員會昨日下午去信候任特首辦秘書

長劉焱，指他們相信該辦的全體同事都
能秉持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原則，以香港
整體利益為依歸，竭誠協助特區政府順
利換屆。
該會強調，在第四任行政長官即將誕

生、特區政府換屆在即之際，公務員隊
伍堅守政治中立至關重要，這將有利政
府順利交接、政府機器如常運作、政府
運作受到最小的干擾和衝擊、公務員隊

伍的穩定能保持，並有利於新一屆政府
上任伊始，即能盡快集中精力應對香港
正面臨的各深層次矛盾。
華員會呼籲各有關人士，尊重並共同

維護公務員隊伍的政治中立，不要把公
務員捲入「競選漩渦」，不要「把公務
員擺上 ，擺在『磨心』及『左右為難』
的位置」，強調全社會均應以香港整體
利益為先、為重。

■擁有60個選委的漁農界，決定一致投票支持梁振英。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醫學會決定15票全數支持梁振英。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