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劉淑儀昨聯同其競選辦成員，與4名中醫界
選委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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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讚林鄭好肯做嘢好進取
民記選委力挺 鄉局續綑綁提名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文森）是次特首選戰競爭激烈，但不少政界人士似乎都更為看好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近日就在網台節目點評4名參選人，他認為林鄭月娥是「好肯做嘢好進取的一個人」，全國政

協委員、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也認為她是一名有能力、有承擔的參選人，兩人均指民建聯很多選委都支持林鄭月娥。

此外，昨日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亦表示，鄉議局選委目前仍然維持傾向綑綁式提名，並傾向支持林鄭月娥。

曾鈺成近日接受立法會前議員黃毓民的
網台節目《毓民會客室》訪問，大談8

年立法會生涯及政治大小事。

阿曾讚反應快「好熟書」
講到近期的特首選舉，曾鈺成表示，林鄭
月娥無可否認是「好打得」之人，最記得是
她時任發展局局長，主持強拍條例時，能及
時回應議員的質問，「對她最印象深是她議

會的表現很好，好勤力、好熟書，睇文件都
好認真。」
至於其他參選人，曾鈺成認為，曾俊華明

顯的優勢是親和力較強，但「另一方面被話
Hea」，而且思想較為右傾，「他相信極不
干預、大巿場小政府，惟西方世界都已改
變。而葉太及胡國興，則佩服他們的勇氣，
是迎難而上。」他又說，民建聯很多選委都
支持林鄭月娥，而曾俊華則與民建聯和工聯

會的關係較疏離。
曾鈺成在另一活動談到曾俊華眾籌成績亮

眼時則表示，這反映曾俊華在民意調查中得
分較高的情況，相信會是選委投票意向的因
素之一，但其餘參選人有不同優勢，相信選
委會作全盤考慮。

譚Sir：民記林鄭「風雨同路」
譚耀宗昨日則形容，民建聯與林鄭月娥

「風雨同路」，指她認同大部分民建聯所提
出的期望及政策，且非常了解多項政策，知
道政策的核心問題，同時又願意細心聆聽意
見，故有出席的黨員對其印象不錯，認為她
是一名有能力、有承擔的參選人。不過他指
出，民建聯尚未決定如何運用提名票，如是
否綑綁提名及投票，計劃先與不同參選人交
流及研究各政綱後，方作出決定，相信中委
會會在提名期前或期間作決定。

譚耀宗續說，4名參選人各有知名度及社
會分量，當中林鄭月娥及曾俊華該兩名前司
長「對撼」，令選舉存在一定競爭，故若兩
人同時入閘，希望不會出現流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特首參選人、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早上聯同其競選辦成員，
與4名中醫界選委會面，就提升中醫醫院的發
展、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的組成、中醫的薪酬培
訓等議題交換意見。
昨日陪同葉太出席的包括其競選辦常務副主任

周國泉、副主任（外務）黃彥勳及總政策主任劉
穎峰，4名中醫界選委則分別為李宇銘、胡嘉
兒、曾鈺婷、關家倫。
葉劉淑儀表示，自己一直虛心聆聽中醫業界的

訴求，明白到成立中醫醫院對中醫發展，特別是
提供臨床實習機會及長遠晉升階梯等極為重要，
「因此建議檢討交由非政府組織的模式，開設專
責中醫院發展的職位，負責主導、統籌、策劃及
管理中醫醫院，並由了解中醫業的人士出任，加
強與業內人士的溝通。」

認同中西醫間轉介安排
會上雙方對提升中醫在公營醫療體系中的地位

有共識。葉劉淑儀指出，中西醫能夠發揮互補作
用，部分治療方式例如針灸等，對改善痛症非常
有效，認同檢視中西醫之間的轉介安排，以加強
中醫在基層醫療中的角色，提高公營醫療系統的
效率，令市民大眾有所裨益。
另外，雙方亦就改善管治及重啟政改等社會關

注的問題進行交流。葉太說：「理解現時港人與
特區政府之間缺乏互信，若當選必定如實向中央
反映港人的意見，致力為溝通同對話奠下基礎，
推動香港政制向前邁進。」

葉太晤中醫選委
倡NGO模式辦中醫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鄭治祖）多名特首選舉
參選人於社交平台開設賬戶
與市民溝通，惟近日facebook
出現不少支持或抹黑個別參
選人的專頁，本報日前亦率
先報道揭發問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

志源昨出席活動時亦指出，
若有任何人士在網上或「網
下」為促使或阻礙任何參選
人當選，便可視為選舉廣
告，若發佈選舉廣告時引致
開支，則變成選舉開支，如
果沒有得到相關參選人或獲
授權為代理作選舉開支，便
有機會觸犯《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最高刑
罰是監禁3年及罰款20萬。

本報上月率先揭發惡搞帖
本報上月底報道，fb上新

增了不同的「競選專頁」，
假借參選人的名義和相片進

行惡搞，被針對者包括林鄭
月娥、葉劉淑儀，嚴重影響
參選人的形象。惡搞帖文除
了改圖，還以粗言穢語去回
應參選人的日常事件，更有
人因此信以為真。有關行為
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
法行為）條例》，社會各界
人士都認為有關當局須徹查
事件，維護選舉的公平、公
正和廉潔。
另外，也有部分由粉絲開設

的專頁，圖文並茂地突出所支
持的參選人的優點，同樣也有
可能變成選舉廣告，並因此違
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譚志源昨日回應傳媒有關

提問表示，若有任何人士在
網上或「網下」為促使或阻
礙任何參選人當選，便可視
為選舉廣告，若發佈選舉廣
告時引致開支，則變成選舉
開支，如果沒有得到相關參

選人或獲授權為代理作選舉
開支，便有機會觸犯《選舉
（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 條
例》，最高刑罰是監禁3年及
罰款20萬。
他又呼籲相關人士注意，

若有違例，會轉介給相關執
法機構跟進。

指眾籌超上限須捐獻
對於參選人之一的曾俊華發

起網上眾籌，他沒有正面回
應，但稱現行法例已列明，逾
1,000元的捐獻必須具名，參
選人需要發出具有姓名及地址
的收據，以及日後向法庭申報
選舉經費時，需很詳細地列
出；若所籌集的捐款是超過整
個選舉開支的上限，也需要作
慈善捐獻。
他又說，暫時未有人向他匯
報有任何需要關注的地方，若
任何人士觸犯條例，會要求執
法機關依法跟進。

冒名開參選專頁 譚志源：最高囚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最
早提出競選政綱的行政長官參選人、
退休法官胡國興，昨日更新政綱，就
數個政策範圍作補充，包括成立更全
面的勞資諮詢委員會，以及為香港基
本法第廿二條立法，防止任何人干擾
香港內政。另外，他又建議在5年
內，逐步撤銷印花稅「雙辣招」，及
檢視重整及修復棕地辦法，嚴格執行
丁屋政策規定等。
胡國興昨日到訪大角咀，向區內居
民拜年時表示，提出就基本法第廿二
條立法，主要是想確保「港人治港」
不受干預及保障「兩制」；而立法的

細節，可由政綱建議設立的政改諮詢
委員會研究，同時諮詢公眾的意見，
具體建議就包括立例規範內地機構及
駐港人員不得干預特區事務，一切須
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政制改革方面，胡國興建議，成立

由各大政黨代表組成的政改諮詢委員
會，研究擴大提名委員會選民基礎及
「一人一票」普選政改方案。他認
為，可透過將公司或團體票改為個人
票、增加界別分組、重新分配各組別
代表名額等方式，擴大選民基礎，例
如加入未有受僱婦女的組別，以涵蓋
現時被忽略的人士等。

胡官建議逐步撤「雙辣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特首參選

人、前財政司司長昨日雖無公開採訪活
動，但其眾籌的亮眼成績仍獲得不少報
道。截至昨晚11時，已獲得約1.9萬名
網民捐款393萬元。不過，有網媒就製
圖無奈稱︰「79日的『雨傘革命』，到
頭來換得瞓身支持曾俊華……」並揶揄
謂︰「原來大家只係想要John哥……咁
你早講啦！搞到『義士』嘅血白流
啦……」
此外，曾俊華會於今日發表政綱，並

在昨日於facebook上透露，政綱中將會有
「保護動物」的議題，建議致力打擊非法
寵物繁殖場，在全港推行「捕捉、絕育、

放回」計劃。
他又說，如何在城市發展、人類需求與
動物權益取得平衡，需要更多教育，相信
由政府牽頭，盡量吸納更多前線動保組織
意見，逐步回應「動物警察」、零繁殖等
訴求，可務實解決問題。

曾俊華眾籌搶風頭 網媒揶揄捐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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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昨日表示，不希望特首選
舉流於民粹主義，期望政策越辯越明。香港政府負有
全面推動香港發展、平衡各階層利益的公共管治責
任，並須奉行量入為出、善用資源的理財原則，作為
負責任的行政長官參選人，不能為了討好選民、贏得
選舉而濫開選舉支票。為了香港的穩健持續發展，無
論誰當行政長官，在公共政策方面都要持守均衡原
則，對公共資源都要用得其所，既要關顧基層、紓緩
中產壓力，也要投資未來、促進發展，不能讓香港走
上民粹主義之路，否則將會拖垮香港。

近年來，包括歐美在內的不少國家選舉日趨民粹
化，政客為了取得執政權，競相大開選舉支票換取選
票。特朗普以「美國優先」口號贏得總統大位，「反
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急速抬頭，正是民粹主義大
行其道的集中體現。香港發展受到內外因素影響，民
粹主義的魔影也越來越顯現。此次行政長官選舉，選
情緊湊，競爭激烈，不排除有參選人為了取得某些擁
有眾多選票的界別或政團的支持，對一些長期以來秉
持的有效原則放棄底線，作出不負責任的承諾。

港人擁護是中央對香港行政長官人選的主要標準之
一。但是，港人擁護、提高民望，不能靠放棄公平均衡
原則、照顧某些特殊利益，或者簡單地靠慷政府庫房之
慨而獲得。從社會資源分配來說，房屋、教育、安老扶
貧等等，每一樣都是市民所急，各方都希望政府增加投
入。但如何確定優先次序，錢從何來，資源分配如何才
是合理健康，這些問題，都需要行政長官參選人進行通
盤考慮、嚴謹評估。如果為博得掌聲，換來選委手中

票，參選人就一味承諾，對香港的長遠利益明顯是不負
責任的。參選人林鄭月娥指出，不希望特首選舉流於民
粹主義，是對全港各界冷靜的提醒，讓市民清醒地思考
香港的未來。多位參選人曾經長期在政府服務，相信也
不會不了解政府的管治原則。

林鄭月娥在本屆政府擔任政務司司長兼扶貧委員會
主席，2013年政府訂立貧窮線，社會上有不少聲音擔
心香港出現福利主義，當時林鄭月娥就表明，任何制
度要有持續性，不能因一時民粹主義而放棄原則，在
扶貧工作方面政府都會堅守立場。香港作為一個富裕
社會、庫房有豐厚盈餘，政府理所當然應回饋市民、
照顧基層，關鍵是公共資源要用得其所，要把公共資
源更多地轉化為推動發展、促進和諧的助力。香港崇
尚的是自食其力、拚搏自強的獅子山精神，民粹主
義、福利主義從來不是香港「那杯茶」。

日前林鄭月娥舉行競選分享大會時表示，若有幸成
為下一任行政長官，將注入三股「管治新風」，其中
之一就是「理財新哲學」，指政府必須善用資源，投
資未來，回應市民的訴求，讓大家能夠分享經濟增長
的成果。香港各階層的利益訴求諸多，有時甚至南轅
北轍，政府擔負管治者的角色，有責任平衡訴求、利
益兼顧，既不能做「守財奴」，而應讓基層市民分享
更多發展的紅利；更要擇善有為，成為市場的「促進
者」和「推進者」，通過大膽提供稅務、政策優惠，
設立援助基金，推動創科、創新、創意產業發展，加
快香港產業升級轉型，為中產及年輕人創造更廣闊發
展空間。唯此，才是摒棄民粹的積極有效管治。

特首選舉勿流於民粹 公共政策須持守均衡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表明

「應使則使」；亦強調香港長遠要維持足夠
實力，以迅速回應外圍經濟出現的大波動。
今年環球局勢波譎雲詭，尤其是特朗普上任
美國總統後推行保守政策，國際金融戰、貿
易戰一觸即發，令國際政經秩序出現諸多不
明朗因素。香港作為細小的外向型經濟體，
極容易受國際大氣候的衝擊，特區政府對國
際經濟變數保持高度警惕的態度，值得肯
定；更希望當局做好應對國際政經惡劣情況
的準備，做定預案，未雨綢繆。

本港整體經濟在2016年取得1.5%的平穩
增長，第四季經濟增長更有所加快，已屬不
易。踏入 2017 年，訪港旅客人次穩步回
升，當中內地旅客在1月和農曆新年期間回
升，大家都希望這種良好的勢頭能夠持續。
不過面對今年國際政經局勢波譎雲詭，一方
面美聯儲加息勢在必行，只是步伐和時間存
在變數；美國新政府奉行「美國優先」政
策，帶來的國際貿易摩擦定必增多；英國脫
歐和德國、法國大選，持續飛出「黑天鵝」
的可能越來越大。凡此種種，顯示攪動國際
財經市場的因素不斷增長，香港作為細小的
外向型經濟體，絕不能掉以輕心。

在諸多不明朗因素中，美國新政府最惹人
擔憂。特朗普和他的團隊上任以來，幾乎每
日都有惹起爭議的施政決定或言論，不時對

其他主要經濟體「開火」，大打保護主義
牌。特朗普獨斷獨行，下一步會採取何種
「非常規」措施實現其目標，會否掀起大規
模的貨幣戰、貿易戰實難預料。觀乎其團隊
近期指控日本、歐盟「操縱貨幣」的言論，
其迫使人民幣、歐元和日圓升值的意圖明
顯。一旦世界大型經濟體開打貨幣戰、貿易
戰，對全球金融經濟造成的損害，恐怕難以
在短期內消除。

當今世界經濟高度一體化，香港及亞太區
新興經濟體都是全球一體化的得益者，一旦
中美爆發長期的貿易戰，整個亞太地區經濟
都將受創，香港作為國際貿易、金融中心更
是首當其衝。在這種情況下，特區政府如何
應付可能發生的惡劣局勢，無疑是一大考
驗。今年又是特區政府換屆之年，當局在此
時對外圍風險保持高度敏感，值得肯定。但
僅僅有警惕還不够，當局更需要就可能出現
的惡劣情況做足充分的準備，就如何增強抗
逆力、刺激經濟增長提出可行方案。

陳茂波在網誌中提到「立春天氣晴，百物
好收成」，這是港人共同的美好願望，但今
年要取得「好收成」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
本港有充裕的財政資源，又有國家「十三
五」規劃、「一帶一路」等戰略支持，只要
香港各界團結一致、未雨綢繆，相信能克服
困難、化解風險，取得「好收成」。

警惕環球經濟變數 做好應對困難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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