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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南區奶茶論政
搭港鐵 乘街渡 探屋邨 落茶記

曾俊華電台答問
■被問到他過去任職財政司司長時，不讓梁振英
增加政府支出的傳聞，有「守財奴」的批評

■曾俊華：「我可以好清楚咁講，以往所有
可以執行政策，全部係有錢去做。」他又
稱，自2007年出任財政司司長至今，政府
總支出由2,000 多億到現時升至差不多
5,000億，增幅近一倍。

■曾俊華曾提出「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永遠要同意老闆）」的說法，被問
到中央及香港市民想法不一致時，誰才是
你最終要服務的「boss」（老闆）？

■曾俊華：「我想最重要的要找到妥協，不
是說要認同哪一方，一定找到方法是大家
接受的。」

■外間將他與林鄭月娥的工作比較，被問到
如何回應外界指他因「錫身」，少處理具
爭議性的議題？

■曾俊華：工作多為化解危機，並舉例指在
英國脫歐前做了很多備案，了解銀行資金
儲備，亦為房署儲了700多億元，希望能
予房署繼續建屋，以及籌備十年興建醫院
計劃等。

■被問到現屆特區政府有一些民望低的官員
是否值得留下，需否大換血？

■曾俊華：具體說法言之尚早，但同意每個
政府都需要聆聽市民的意見，希望帶入更
多年輕人加入政府，強調未來班子要得到
市民信任。

資料來源：綜合曾俊華電台訪問

整理：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前日宣佈參選
特首時宣稱，人大「8．31」決定的
立場「不是我們的立場，是在內地
帶進來的」，而貿然重啟政改是
「不負責任」，被廣為批評。有見
風勢不對，曾俊華昨日突然「改
口」稱，重啟政改應以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為基礎，亦要視
乎社會氛圍，不能貿然推出，認為
倒不如集中精力去做些「有建設性
的事」。

不贊同貿然重啟政改
曾俊華前日在記者會上聲稱，

「8．31」「不是我們的立場，是在
內地帶進來的」，而貿然重啟政改
是「不負責任」。其後，他被另一
名特首參選人、退休法官胡國興拍
片指「Hea夠喇 John」，又批評曾
俊華政改立場太軟弱。
曾俊華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稱，不

太認識胡國興，會找他「傾下偈」，
重申：「如果政治氛圍是沒有改變的
話，貿貿然推出（政改）的話，只會
為社會帶來爭議。」
不過，他改口稱，如果重啟政改，
應以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為基
礎：「2014年的爭端有多大，所以我
們現在有『8．31』基礎，這亦都是
人大常委會決定，我們要以這個基礎
開始，其他我們亦要看社會上氛圍。
如果大家是無一個氛圍，討論不成，
那為何要做呢？根本討論不成，你就
是無緣無故帶出在社會有爭議，不如
集中精力去做些有建設性的事。」

稱民望可「當貨幣用」
曾俊華其後在會見傳媒時補充，

會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人的看法，
讓中央官員知道港人的聲音，就人

大「8．31」決定爭取具體條件。
對於自己在某些民調的支持度一直

比對手高，他則回應指，民望是重要
的，不止在選舉時，如當選後甚至可
以「當貨幣來用」，於推行受到某一
階層市民不歡迎的政策時，民望高可
以「消（耗）耐啲」。
被問到一直困擾市民的住屋問

題，曾俊華雖贊成要增建房屋，但
稱對發展郊野公園有保留，建議大
規模造地或填海，「郊野公園你話
邊綠，用完又有邊緣，係咪可以越
行越遠？係咪有其他方法？如做大
規模造地或填海，我們需要考
慮」，指現時很多港人不滿發展郊
野公園，是「有理由喺度」，特區
政府要思考如何處理新問題。
此外，曾俊華在外國留學多年，

他承認太太及子女均擁有美國國
籍，但不認為中央會因此不信任
他：「這個未必是代表你是愛國愛
港的最主要條件。我在香港政府工
作三十四年，做主要官員，由海關
九九年開始做到現在，都相當長的
時間，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很難說中央對我沒有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年發展問題越來越
受到關注。宣佈參選特首的退休法官胡國興，前晚與中
文大學研究院舊生會和都柏林大學香港校友會的朋友見
面，就政治、經濟、民生議題深入交談，包括特首納入
防賄條例、取消強積金對沖只保留退休時長服金對沖、
檢討教育政策的不足，尤其是取消小三TSA等。
胡國興在其facebook上載了自己和這些年輕人交流

的照片，並貼文稱：「我特別喜歡聽取年輕人從不同
角度提出的意見，三人行必有我師，我期望日後有更
多機會與年輕人交流，豐富我政綱內的各項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年度施政報告
就「再工業化」提出了多項措施。參選特首的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前日與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屬下的政
治及經濟事務委員會成員，及工業界（第二）共十多
名選委會面。葉劉淑儀提出，特區政府應設立中小企
支援署，為中小企提供一站式支援，又提出適度輸入
勞工。解決勞工短缺的問題。
廠商會會長李秀恒，永遠名譽會長陳永棋、施榮

懷，立法會代表吳永嘉，副會長陳淑玲、徐炳光、吳
宏斌、戴澤良等應邀與葉太及其競選辦成員會面。葉
太闡釋了她在強積金對沖、退休保障、年輕人向上流
動、教育、土地房屋等各方面的政綱及立場。

倡設支援署 服務中小企
廠商會代表則向葉太反映了業界的境況，及香港發

展正面對的問題，希望下任特首能關注工業發展、勞
工及福利政策、支持本地及在內地經營設廠的中小
企、改善民生，及加強教育和人才培育等。
葉太提到，自己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先後出任助

理貿易署署長、副工商司、工業署署長等職位，與工
業界早有淵源，又指政府對工業界的支援仍不足夠，
「我建議政府設立中小企支援署，為中小企提供一站
式支援，長遠有利經濟發展。」
與會的選委提到特區政府現在的勞工政策是「斬件

上桌」，忽視或迴避了勞工短缺這核心問題，葉太
指，「業界認為輸入外勞是有實際需要，這點我認
同……若我當選，我會積極推動。」

曾俊華「改口」認「8．31」是政改基礎 葉太會工業界研輸外勞

胡國興與青年才俊交流

宣佈競逐下屆特
首的前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昨日落區
與街坊打招呼，獲
林鄭月娥幫襯的牛
記茶餐廳老闆娘張
太太對林鄭月娥讚

不絕口，「她做事剛柔並濟，有條理，又有
親民的一面。」她說，林鄭月娥應她要求合
影時，「好自然伸手攬住我條腰，我又搭住
她膊頭，好親切……特首一定撐她做，她一
定會是個好特首！有頭腦，夠淡定！」

讚淡定有條理「獨當一面」
林鄭月娥昨日先在南區街頭與市民打招

呼，隨後於中午時分進入牛記茶餐廳幫
襯，逗留約半小時後離開。她隨後表示，
市民反應正面，並提及若今後重啟政改，
會重新聆聽市民意見。
獲林鄭月娥幫襯的牛記茶餐廳老闆娘張太

太表示，能親身見到林鄭月娥好似「夢想成
真」，希望她當選特首繼續為香港做事。
張太與丈夫18年前開始經營牛記茶餐

廳，丈夫於3年前往加拿大開拓生意，她則
獨自留港撐起有20個夥計的茶餐廳，「開始時做得
麻麻，但我有鬥志，後來愈做愈好。」

她表示，數日前在電視上見到林鄭月娥出來表態參
選特首，「一個女人行出來，面對那麼多記者，好淡
定，好有條理、好清晰講出自己的想法。我好佩服
她！」昨日親身與林鄭月娥接觸交流，她直言是「夢
想成真」。她笑言自己對林鄭月娥說︰「我們都是獨
當一面的女人！」林鄭月娥即刻讚賞地回應：「好一
個獨當一面！」

食客欽佩「勤力努力正氣」
茶餐廳廚師任先生表示，林鄭月娥進入茶餐廳後好

親切地與食客一一打招呼，「打扮得體，又親民，好
好傾！」

茶餐廳內食客周先生於林鄭月娥走後才到，未能見
到本人，他感到好可惜，希望今後再落區時能提前通
知街坊，讓喜歡她的街坊都能有機會與她見面、傾
談。周先生讚揚林鄭月娥「勤力、努力」。
食客李先生讚揚林鄭月娥「夠正氣！」「見到她好

有心做事，用的方法亦是正道，只要是對香港有利的
事，她做起來亦好有堅持，希望對她講聲『加油！繼
續做正面的事！』」 ■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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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應南區區議員陳富明邀
請，落區了解居民對交通方面的

意見。林鄭月娥一到屋邨，已經吸引
了不少街坊上前打招呼和「集郵」(合
照)，並講述自己的意見，不少人都對
其參選表示支持。
有婆婆大讚林鄭月娥「好靚」，亦有
屋邨女保安笑逐顏開表示見到林鄭月娥
「好高興」，林鄭月娥亦親切地與市民
交流。其間，有在金鐘上班的男街坊向
林鄭月娥反映小巴接駁港鐵車費太貴的
問題，「希望林太幫幫我哋。」

慎推政改 審時度勢
其後，眾人搭船到鴨脷洲繼續了解民
情。向來每星期去完教堂就去飲絲襪奶
茶的林鄭月娥，昨日亦在鴨脷洲一茶餐
廳飲奶茶，並與食客交流。有人直言︰
「N年後我哋有得選，我哋都舉手支持

你。」林鄭月娥表示︰「本來有（㗎）
啦，嗰一票差唔多交到畀你。」
林鄭月娥則對政改不獲通過感到可

惜，否則今次選舉一人一票，將更有意
義。不過，她大讚市民關心是次特首選
舉，即使無票可投，亦不吝嗇去表達對
她的評價。另一參選人、前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稱香港須「休養生息」，林鄭月
娥雖然認同政改工作很消耗主事官員精
力，亦會無可避免為社會帶來一些紛
爭，認為行政長官普選問題須審時度
勢，有一定信心才重啟政改，但她同時
指出︰「如果現在有人（因此）說要
『休養生息』，這必須要審慎處理。」

市民鼓勵 深受感動
陳富明指，是次邀請她到南區都頗順

利，市民反應踴躍，自己對她的評價亦
相當正面，認為她是很高效的官員。

面對市民反應熱情，林鄭月娥亦非常
感動。她表示，自己近年落區都是為了
推動政府政策，又或者與區議會合作，
很少以個人身份與市民接觸。對於市民

對自己印象正面，並十分認同其過往工
作，她亦坦言這是「相當大的鼓勵」。
林鄭月娥其後在利東站乘港鐵到金鐘，
結束昨日的落區行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

瑜）宣佈參選競逐行政長官的

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落

南區與市民接觸，了解南港島

線開通後的市民訴求，沿途都

不斷有市民要求與她合照，並

大力支持她參選特首。除了到

石排灣邨了解市民對接駁交通

費用的意見外，林鄭月娥還到

鴨脷洲一間茶餐廳，與食客「奶

茶論政」。有食客表示，如果有

普選，一定會舉手支持林鄭月娥

參選。林鄭月娥則對政改不獲通

過感到可惜，雖然認同政改工作

很消耗主事官員精力，亦會無可

避免為社會帶來一些紛爭，但

若因此就決定「休養生息」，

必須審慎處理。

每逢選舉均有不少小道消息、流
言蜚語，外人難以確定傳言真偽。
有傳媒早前曾引述所謂「知情人
士」，聲稱中央曾三度秘密派員勸
退曾俊華，以免拉低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的勝算及得票云云。
面對流言，最好做法就是澄清，但

曾俊華昨日在電台節目上，一邊說有
人以「贏不到」、「浪費時間」等不

同理由勸他不要選，一方面則對「中
央勸退」一說表現得支吾以對，並以
「唔方便講出嚟」去作結。

曾俊華的說法，實際上無回答問
題，反而再為問題添疑添亂，更將
中央擺上枱。法治是香港的重要核
心價值，經常高舉「香港精神」的
曾俊華，面對這些涉及選舉舞弊的
疑雲，若真有其事，應挺身而出加

以指證，讓特區政府可依法處理，確
保選舉公平、公正、廉潔地進行，也
讓中央檢視是否有人作出違規舉
動；若沒有此事，曾俊華更應出來
講清講楚，而非藉着製造重重煙霧
去增加市民對自己的「同情」。

事實上，「勸退論」是大是大非的
問題，若曾俊華有心參選特首，認為
自己有能力擔當重任，首先就須有擔
當地釐清疑問，為廣大市民掃去不必
要的憂慮。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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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落港島南區了解民情，在一水果檔前駐足，聽小商戶傾訴。

■曾俊華接受電台訪問。梁祖彝 攝

■在區議員陳富明陪同下搭船到鴨脷洲了解民情。 ■搭港鐵喜遇小粉絲。

■茶餐廳老闆娘張
太。 文森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