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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援單親家 齊吃團年飯
林鄭並拜會金融金服界選委 表明當選後注財經新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全港性
系統評估（TSA）優化成為小三基本
能力評估研究計劃（BCA），並推廣
至全港學校，受到不少家長的關注。

特首參選人、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
日在拜會香港總商會後沒有談經濟，
反而詳細介紹自己對BCA的立場。他
稱要取消BCA，以阻止操練風氣的蔓
延。「為監察小三、小六、中三這三
個學習階段學童是否達到應有的學習
水平，政府應研究一套在全港學校隨
機抽取足夠人數的評估，以確保學校
及家長均沒有操練誘因。」
曾俊華昨日到維園年宵市場，了解

花農及商販的市道，並即場購買了寓
意步步高陞的劍蘭以及寓意快樂幸福
的水仙，又探訪了在年宵市場擺檔的
年輕人。其後，他與香港總商會會面
並會見記者，重提他前日與由前財政
司司長梁錦松任召集人的「教育2.1」

會面。他稱大家都認同教育是香港未
來發展的關鍵，又指自己在政綱中，
會提倡教育應「以人為本、因材施
教、人盡其才、各展所長」，同時會
取消BCA。
曾俊華近日在接受彭博通訊社訪問

時又稱，他一旦當選，會成立一個新
的教育部門，由專業人士負責管理。
同時，課程要作出改革，除學習基本
知識外，還要培養學生解難、溝通及
數碼能力，鼓勵自幼學習編程等。

建屋主張填海重建
他在接受彭博訪問時又稱，香港的

樓價的確已超出港人負擔，解決方法
是要靠增加供應，包括以不影響郊野

公園為大前提覓地建屋，目標是以三
分之一的土地面積滿足發展需要，同
時保留一半的土地面積為郊野公園及
自然生態地區，和研究在不會影響海
洋生態敏感的海域填海建屋，積極推
動大規模舊區重建，但樓價最終「仍
要由市場決定」。
曾俊華坦言，很難指出現屆特首梁

振英有哪些地方「做錯」。事實上，
現屆特區政府很多政策都「不錯」
（not bad），但香港社會已厭倦「長
時期的撕裂」。他稱有信心會比其他
參選人更包容，並承諾一旦當選會廣
言納諫，包容及接納社會不同意見，
確保政策適切回應市民和其他持份者
的訴求，同時加強溝通對話，改變目
前針鋒相對、非黑即白、非敵即友的
情況，令經濟正常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各特首參選人都正爭取提名
「入閘」，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再傳來喜訊：繼體育界及鄉議
局選委傾向全票提名她之後，昨
日有報道指手握過百票的新界社
團聯會也會支持她。新社聯理事
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也已
加入林太競選辦，他表示大部分
新社聯及民建聯的選委都支持林
太，又相信將會有更多成員加入
她的團隊。
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梁志祥近日在接受傳媒
訪問時，讚揚林鄭月娥勤力、
「貼地」，在政改、扶貧等方面
「落區至少幾百場」，與區議會

和立法會的接觸也密切，在表明
會提名她的同時，「明示」新社
聯有選委都會支持她，「我都撐
佢，你話呢？」
梁志祥估計，共佔87席的人

代、政協界別，佔60席的漁農界
及50多名新界區議員選委，都傾
向支持林太，相信傾向提名林太
的票數現已接近600票。

陳勇出任競選辦副主任
身兼民建聯副主席的陳勇昨日

向本報確認，他會以個人身份出
任林太競選辦副主任，預計會負
責聯絡新界人士、基層及民建聯
方面的工作，而民建聯中委會已
備悉。他說，林太過往多年的公

務涉獵眾多範疇，了解不同社會
問題，在扶貧、社福方面的成績
有目共睹，處事作風爽朗，其間
個人操守也沒有出現問題，故欣
然接受林太邀請。
他又表示，不少新社聯及民建

聯選委、成員都支持林太，部分
更準備為她簽署提名表格。
此前，民建聯監委會主席、全

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
已加入林太競選辦當高級顧問，
副主席張國鈞為林太提供選舉法
律意見及參與籌劃政綱，中委兼
南區區議員朱立威就負責選舉廣
告事宜。被問到民建聯會否再有
人加入林太競選辦，陳勇相信
「這絕對不出奇」。

■新界社團聯會舉辦30周年會慶，林鄭月娥是主禮嘉賓
之一，可見雙方關係密切。 資料圖片

新社聯過百票全力相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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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參選
人林鄭月娥
早前談到搬

屋之苦時說，自己新搬的服務
式住宅無廁紙而要趕到便利店
去買，但發現該間便利店剛好
沒有廁紙出售。有人借題發揮
稱，便利店無售廁紙是常識，
揶揄林鄭「離地」。不過，近
日網上流傳的一張照片，便利
店門外堆放「一大棚」廁紙，
似乎為林鄭被冤枉「平反」。
其實，選新特首係一件大

事，唔認同某一位參選人的處
事作風或者政綱，應該提出自己的理據去質疑以至批評，
但如果有參選人只係識借啲意搞gag，無錯的確係好似幾
過癮，但閣下應該適合去做棟篤笑，而唔係管治香港。

■記者 羅旦

便利店真係賣廁紙

■網上流傳的一張照片，
便利店門外堆放「一大
棚」廁紙。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參選人葉劉淑
儀前昨兩日連走多場，密密與各界選委會面，包括
英商會、保險界、宗教界、法律界、社福界、社運
界等，並透露有資訊科技界選委婉拒與她會面。
葉劉淑儀昨日又與香港英商會代表會面，其後到
長沙灣遊樂場參觀「綠色年宵」，及與部分花檔與
檔主傾談。她先以500元買了一盆「五代同堂」，
隨後又到其他花檔購買了劍蘭、水仙等，共花約
1,200元。

會計界滿意捍衛核心價值
香港文匯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前晚

與會計界選委會面。有份參與會面的「民主進步會計師」
在facebook發表聲明稱，他們向林鄭提出八大要求，並對
林鄭就其中一半即四項的回覆感到「滿意」，包括實行平
衡預算刺激方案（balance budget stimulus) ，及捍衛香港
核心價值如司法獨立、廉潔奉公、學術及言論自由等。
「民主進步會計師」前晚在fb發聲明，指他們與林鄭月
娥會面，席間提出八點要求。其中，他們對林鄭有關「5
年任內重啓政改」；改革住宅物業市場結構，降低入場門
檻及提高巿場的監管水平等的回覆「不滿意」。

雙方承諾不引述對談
在經濟方面，他們對林鄭有關「量入為出，不再不斷積
累盈餘。實行平衡預算刺激方案，不以累積盈餘為目
標」，以及「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例如司法獨立、廉潔奉
公、學術及言論自由等」、「5年任內為檔案法立法」等
的回覆感到滿意。
「民主進步會計師」發言人李淑儀在回應記者查詢時
說，雙方承諾不能引述會議內容，但形容林鄭「都算肯溝
通」。他們現階段並未對任何人「落閘」，會與其他參選
人接觸及提出該八項要求，同時要待了解他們的政綱後再
作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林鄭月娥競選辦昨日就開
始向選委廣發「英雄帖」，邀
請他們參加下周五「人日」的
分享大會，屆時她會讓支持
者、選委及整個社會了解她的
願景及對香港的期望。林太的
願景就是透過重燃「凡事皆可
為」的獨特香港精神，為香港
重建信心、增進社會廣泛共
識，從而促進經濟持續發展，
謀求創造一個更公平、更平等
的社會。

「英雄帖」由林鄭競選辦主
席團成員夏佳理及主任陳智思
代為向支持者及選委發出邀請
信，希望他們能夠出席下月3
日的競選分享大會。
信中說，各界對林太選舉工

作的支持與鼓勵，使她非常感
動，而林太的選舉團隊由主席
團、競選辦主任與多名副主
任、為數不多的全職同事及龐
大的義工團隊組成，一批資深
顧問及政策顧問都義不容辭，
加入貢獻香港未來願景規劃的

行列。
信中強調，林太及競選團隊

會深入社會，直接聆聽民意，
認為這是與民共議社區建設不
可或決的重要元素，以制定香
港具體的施政綱領及政策。林
太在政府服務36年，參與大
多數決策部門，包括庫務、地
方行政、衛生福利、規劃發
展，以至全面督導及統籌施政
的政務司司長，豐富履歷充分
反映她的承擔、能力及領導才
能，足以帶領香港再創高峰。

發英雄帖「重燃香港精神」

林鄭的扶貧金融願景
扶貧助弱 共享成果
讓社會所有人士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政府責無旁
貸。重要的是能對貧窮狀況對症下藥，知道政策的
介入點；資源應該如何分配，最能夠幫助弱勢社
群。在奉行資本主義，堅守自由市場經濟的同時，
我們鼓勵就業(Pro-work)、愛護兒童(Pro-child)、
支援家庭(Pro-family)以及尊重自主(Pro-choice)。

和諧共融 關愛互助
香港有數以百計的非政府慈善機構，有政府資助
的，有完全自負盈虧的，也有不少自助組織。共融
需要各方攜手，包括商界參與，出錢、出力、出
心，去關懷社會大衆，建立互助互愛精神。支持社
會企業、鼓勵社會創新和透過「共享經濟」，減少
貧富差距，共建和諧社會。

鞏固優勢 堅定信心
金融方面，受惠於國家提供給我們的政策，香港成
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滬港通」、「深
港通」開通，兩地的基金互認，為我們帶來巨大契
機。

資料來源：林鄭月娥競選網站

■林鄭月娥與單親家庭團年，不但出得殿堂，也入得廚房。 競選辦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庭佳）

新春佳節將至，特

首參選人、前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晚與單親家庭團年，了解他們的

生活需要。她指出，有些單親家庭服務的機構和義

工，由本來的受助者角色轉為協助同路人，值得表

揚和尊敬，認為當局可考慮進一步支援單親家庭，

包括大力推行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較早前，她

亦先後與金融界及金融服務界選委會面，並重申倘

若當選，會為管治班子注入新血。

林鄭月娥競選辦昨晚發新聞稿，指林太昨晚探訪單親媽媽
楊女士一家，與他們吃團年飯，感受單親家庭面對的壓

力，而扶貧委員會特別需要社群專責小組增補委員、香港單親
協會總幹事余秀珠也有陪同林太。楊女士目前為社區保姆，除
照顧自己兩個分別12歲及3歲的兒子外，還每天為鄰居照顧一
個4歲男孩5小時，該工作不但讓她的小兒子學會與其他孩子
相處，還為她自己帶來喜悅：多一個叫她「媽」的孩子。

讚揚受助者自助助人
曾任社署署長的林太非常欣賞楊女士，感謝為單親家庭服務的
機構和義工，「她們有些原來是受助者，後來轉為自助、助人，
共同協助同路人，值得表揚和尊敬。」
她又認為政府可考慮進一步支援單親家庭，大力推行鄰里支援
幼兒照顧計劃，釋放婦女勞動力，改善生活。
林太昨日較早時間也先後與金融界和金融服務界選委及代
表閉門會面，會後由競選辦發新聞稿及與金融服務界會面時
的相片。相片顯示，金融發展局主席查史美倫、人稱「殼
后」的金利豐行政總裁朱李月華及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
熙等人均有出席會面。

允促進金融產品創新
在金融界會面中，有銀行業代表說，自全球金融危機之
後，理解政府監管必須加強，但「過強的監管」一定程度上
也窒礙行業發展，而目前金融業的產值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的16.6%，較上海的18.9%為低，另外行業聘用逾20萬名從
業員，故如果香港經濟要持續發展和帶領社會增值，金融業
不能停滯不前。
林太認同要開發更多嶄新的和金融科技產品，以維持香港
作為國際主要金融中心的位置，又認為政府除擔任傳統監管
者或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外，還應該扮演「促進者」和「推廣
者」，同時應擴大債券市場的深度和闊度、開展飛機租賃和
開發更多金融科技化產品。
在金融服務界會面中，林太肯定本地券商對香港金融業發
展的努力，並對上市監管諮詢持開放態度，強調自己沒有包
袱，又重申假如當選，自己會以個人的管治風格，為管治班
子注入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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