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延續德政 扶貧助弱安老
晤社福選委探討政策 憶社署工作實踐抱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繼續約見不同界別選委，爭取提名支持。她昨日分別約見同屬反對派

「票倉」的社福界和高教界選委，聽取他們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意見。林

鄭月娥表示，在過去36年公務生涯中，社會福利署署長的工作很有滿

足感，讓她可實踐社會服務的兒時夢想。在過去四年半，特區政府透過增加社會福利開支逾五成，提高扶貧

助弱安老服務的質素，她承諾假如當選，特區政府在社福方面的施政應該持續，提供更良好的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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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任志剛出鏡
讚宏觀啱做特首
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前日正式開設了face-

book專頁後，昨日上載了第一條支持者的短
片。林鄭月娥競選辦公室資深顧問、金融管
理局前總裁任志剛粉墨登場、擔任主角，講
述他與林鄭月娥的「同行」經歷。他讚揚，
林鄭月娥是很有心、有能力、有領導能力及
有遠見的參選人，能夠掌握到一個領導人應
該有的宏觀策略，認為她是非常適合出任下
屆特首，「我覺得很放心，與她溝通過這幾
個課題之後，我覺得她是非常適合做下一屆
特首。」

憶早年同寫blog 與網民互動
剛開通個人facebook專頁的林鄭月娥，昨

晚即上載一段約一分鐘的短片，由任志剛講
述他與林鄭月娥的「同行」經歷。任志剛憶
述，他過去與林鄭月娥都曾共事很多的時
間，更同於1999年開始寫網誌，與網民溝
通互動，「我跟她都好像是差不多同時，一
起開始寫一些網誌，（19）99年開始的，
她都是差不多這個時候。」

他續說，當林鄭月娥宣佈參選特首後，在
過去一段時間，曾經與她溝通了很多，當中
包括金融、貨幣、財政、經濟等範疇，認為
她很能夠掌握到一個領導人應該有的宏觀策
略，「我覺得很放心，與她溝通過這幾個課
題之後，我覺得她是非常適合做下一屆特
首。」 ■記者 鄭治祖

鬍鬚政綱都跟CY 反對派陣腳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民建聯昨日

舉行第三場特首參選人座談會，與前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交流。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
有報道指曾俊華的政綱與特首梁振英的很相
似，猶如「梁振英2.0版政綱」，又指曾在會
上對該黨提問的回應未足夠，有跟進的空
間。
昨日有近70人出席座談會，但未見已加入

另一名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競選
辦的民建聯監委會主席盧文端、副主席張國
鈞及陳勇，與該黨和林太座談的盛況相比顯
得冷清。
李慧琼會前先送贈講述該黨期望的《擇善

有為》小冊子予曾俊華，指市民對他已十分
熟悉，其「二撇雞」已深入民心，自己最印
象深刻的是其幽默感，例如多年前遭掟蛋後
也可以幽默回應。她又笑言，曾的政綱與梁
振英很多政綱內容都很相似，「會唔會都係
梁振英2.0版政綱呢」，希望透過座談可多了
解。雙方之後閉門座談一個多小時。

討論範疇闊 盼增強溝通
她在會後表示，會上有6個成員提問，涉
及兩地關係、新理財哲學、稅制改革、文化
體育等15個範疇，也問到曾俊華的政綱是否
與梁振英的相似。她指座談會令該黨加深對
曾的了解，但他的部分回應未足夠，有跟進

的空間，希望日後加強溝通，更詳細與他討
論。
被問及曾俊華聲稱要以「白紙草案」形式

推行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李慧琼指
「港獨」有蔓延情況，而立法是憲制責任，
有必要性，但由於時間關係，會上未有討論
曾的建議。她又指香港的財政儲備在中期都
穩健，期望新特首有勇氣提出新理財哲學。
被問到昨日座談會時間較林鄭月娥那場

短、出席人數也較少，她指時間是該黨與各
參選人的共識，而該黨是以同一份通告通知
會員出席各場座談會，成員可能在時間上各
有安排，特別現在是春節。

重申中委會定提名
至於民建聯會否有選委提名曾俊華，李慧

琼重申，該黨之後會舉行中委會會議，決定
提名安排，強調該黨取向是由中委會決定，
「無人指示我哋」。就該黨多人傾向支持林
太，有的更已加入其競選辦，她則指各成員
有不同傾向是很正常的。
曾俊華會後稱，會上雙方就其政綱交流，

是一場「有用嘅溝通」。而他下午與樹仁大
學學生交流時，被問到對民建聯指其政綱是
「梁振英2.0」有何感受，他稱「佢哋好支持
梁振英喎，我唔知佢哋嘅意思係咪好支持我
呢」，又謂會盡力做好目前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首參選人、退休法官胡國興昨日出席
由「持份發聲」及香港復康聯盟主辦
的論壇，與長期病患及殘疾人士對
話。胡國興稱，他是為香港參選，認
為本港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都需要
幫忙，應義不容辭地為他們提供協
助。他期望能親身聆聽復康人士的訴
求及願景，但表明對他們的認識不
深，因此想多作認識，並會將合理訴

求納入政綱。
胡國興昨日下午到訪香港復康會藍

田綜合中心，與出席活動的市民對
話，也就殘疾定義、無障礙就醫、醫
生短缺等問題交換意見，又參觀了香
港復康會藍田綜合中心的復康設施，
如水療池等。出席會面的兩名社福界
選委葉健強及李鳳琼表示，社福界選
委將於11日及12日召開「公民集思
會」，討論特首提名及投票意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參選
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繼續拜會選委。她
昨日與地產建設商會會面後引述，商會支持
造地，同時建議特區政府持開放態度活化舊
地，期望特區政府消除社會對地產商有關
「官商勾結」及「地產霸權」的指控。
葉劉淑儀昨晨聯同其競選辦成員，與香港

地產建設商會會面，交流一個多小時。商會
代表在會上關注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葉太
回應稱，下任特首應努力凝聚社會共識，促

進和諧，才可真正推動香港發展，「要推動
香港發展，必先要理順『三對關係』，分別
是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行政與立法的關係，
以及政府與市民的關係。下一屆行政長官應
努力凝聚社會共識，促進和諧。」

倡考慮恢復適度輸入外勞
就有代表提出建築工人不足的問題，葉

劉淑儀回應指，新一屆政府應考慮恢復適
度輸入短缺的勞工，「由於人手不足，工

資飆升，私營、公營房屋及政府基建都成
本高企，進度緩慢。目前為止，我是唯一
提出輸入勞工的行政長官參選人。我認為
新一屆政府應考慮恢復適度輸入短缺的勞
工，增加人手以降低成本。」
她並指，若地產商背負「官商勾結」、

「地產霸權」的污名無助解決土地問題，倘
她當選特首，將會積極做好橋樑的工作，帶
領香港向前走。
被問到地產建設商會有成員加入另一參選

人林鄭月娥的顧問團隊時，葉劉淑儀稱，加
入顧問團及提名是「兩回事」，又相信商會
會在約見所有參選人後才決定提名誰。

葉太晤地建商會 同情「背負污名」

民記嫌曾俊華回應提問「唔夠喉」
反對派一

再將特首參
選人、前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延續現屆政府受市
民歡迎的政策」，扭曲成「延續梁振英路
線」，更稱她是「梁振英2.0」，又聲言
「傾向」提名另一參選人、前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與林鄭月娥競爭。不過，將「民主
300+」變成「造王300+」，本來就難以
服眾，令反對派內部分裂，當曾俊華前日
公佈政綱後，被指其政綱有不少地方都延
續了現任特首梁振英的政策時，反對派意
圖「造王」者明顯亂晒陣腳，只好小罵大
幫忙，一邊話對曾俊華政綱有保留，但另
一邊就戴好頭盔，話「提名與投票未必一
致」、「最終提名考慮複雜好多」云云。
梁振英一直主張發展，幫助香港保持競

爭力，其中「一帶一路」、發展大嶼山及
新界東北，都是梁振英施政中的大舉措。
曾俊華前日公佈的政綱亦有不少相同之
處，例如在發展經濟上，薯片叔就主張藉
「一帶一路」開拓新市場，並稱要繼續舉
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會加強與「一
帶一路」國家的全方位長期聯繫。
此外，他提出「落實東大嶼都會、新界

北發展」，並進一步稱要「開拓『北部

經濟帶』，釋放毗連深圳的新界北部整體
的發展潛力」等。

其他方面還有不少「熟口熟面」的政
策，如勞工方面的「輸入外勞」、鼓勵創
科發展、支援青年創業等。更令反對派
「招架不住」的，還有爭取在2020年前
為香港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在人大「8．
31」框架下重啟政改。

立場欠堅定 存疑又讚好
有關政綱迅速被指是「梁振英2.0」，

反對派中一直不同意提名曾俊華的「自
決派」亦乘勢批評傳統反對派不要再自
欺欺人，令主張「造王」的傳統反對派
亂晒陣腳。
經常代表「民主300+」發言的「專業

議政」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昨日在接受電
台訪問時就稱，「民主300+」選委對曾
俊華公佈政綱後「確實多了一份疑
慮」，但又幫忙解圍稱曾俊華也有「好
做法」和「良好意願」云。

另一「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葉建源
就稱，曾俊華政綱的政制部分「不能夠
令我們好高興」、「的確會有掙扎」，
但同時又話「提名與投票未必一致」、
「最終提名考慮複雜好多。」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就講得好睇啲，一邊
話「曾俊華和胡國興二人皆被視為可對抗
『西環治港』的特首參選者，民主派選委
並非只得一個選擇」，但另一邊就畀多次
機會咁話︰「他（曾俊華）就必須加把
勁，急起直追，在政綱方面展示更大的承
擔，才能得到民主派選委支持。」

醫界選委批不公 轉sell胡官
不過，講咩都難以力挽反對派分裂的狂

瀾。工黨李卓人都忍唔住喺facebook開
火，指自己由曾俊華做財爺第一日已提出
「負入息稅」，但被拒絕，現在卻又提出
負入息稅，「佢有權時點解唔做？」
醫學界選委黃任匡就指，前特首董建華

話推廿三條，大家叫佢下台；曾俊華話推
廿三條，大家就話「邊個上都要咁做
（㗎）啦」，質問「公平咩」？並反推銷
退休法官胡國興比曾俊華更好。
中大學生會幹事黃于喬就直言支持「造

王」嘅人「對人不對事」，更揶揄道︰「比
（俾）靚仔強姦就唔係強姦，仲𢴇 （執）
到添（），好合理。」連「國師」傻
根（陳云根）都似乎更清醒謂︰「我真
係恭喜香港人啊。泛民的300+票，快×
D（啲）給曾俊華啦。」 ■記者 甘瑜

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昨晚與約二十名
社福界選委與林鄭月娥會面，歷時

約個半小時。出席的包括楊森、羅健
熙、黃於唱、陳琬琛、莊陳有及賴仁彪
等。會上，各人就社會福利政策方面，
包括理財新哲學、整筆撥款制度、競爭
性投標、貧富懸殊、政制發展、自由法
治、房屋、土地運用，以及長期照顧政
策等，展開討論。
林鄭月娥表示，在過去36年公務生涯

中，社會福利署署長的工作很有滿足感，
讓自己可以落實兒時夢想，實踐社會服務
的志願。在過去四年半，她的工作重點是
透過增加社會福利開支逾五成，提高扶貧

助弱安老服務的質素，並承諾假如自己當
選，特區政府在社福方面的施政應該持
續，提供良好的社會福利。

交流坦誠深入 態度坦率獲讚
林鄭月娥會後表示，是次交流坦誠深

入，就扶貧、安老及傷殘等廣泛議題有
實在的討論。有份出席的莊陳有則讚
揚林鄭月娥的態度坦率，會上討論了全
民退保、房屋、貧富懸殊等社會關心議
題，當中部分議題雙方看法有分歧，但
他拒絕透露細節，又稱要觀乎林鄭月娥
的政綱，並會在會見全部四名參選人
後，才決定提名意向及會否綑綁。

會高教選委 允減自資生負擔
林鄭月娥在較早前也約見了高教界選

委，與會者商論高教界的關注事項，包括
學術自由、校政民主化、院校管治、委任
制、院校誠信、自資院校發展、副學士及
學費等。林鄭月娥均仔細聆聽，並承諾將
於選舉政綱中，回應關注，例如是減輕自
資院校大學生的經濟負擔。
展望未來，林鄭月娥將會引入管治新

風格、發揮政府新角色和採納理財新哲
學，以推動教育、經濟和房屋發展。
另外，特區政府也會考慮廣納賢能，用

人唯才，廣邀各界人士，參與政策制訂。

��
�
&�0

■林鄭月娥昨強調重視
安老，圖為她早前探訪
長者的情況。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全國政協常
委唐英年昨日在一個活動後，回應曾俊華提
出的建屋目標時表示，房屋問題最大困難不
在建屋，而是覓地，又指社會有不同意見，
部分更相互排斥，「我認為作為一個領導，
不應該跟從民眾的尾巴，而是要帶領及說服
民眾認同相關政策的可行性。」
唐英年昨日指，自己已逐一看過幾位特首

候選人的政綱，感到高興及鼓勵，並認為每
一位特首候選人都有各自的長處及短處，每
一個人都能發揮所長，又能凝聚一班好團隊
補充各自不足。
他強調，選舉最重要是公開公平，希望大

家尊重選委的權力，亦希望選委按照自己的
良心與判斷投票，並相信每一位選委都會虛
心檢視特首候選人的政綱，「聽其言，觀其

行，考察其過往『業績』，然後作出判
斷。」

指2020年前立法「非常樂觀」
唐英年表示，「敬佩」曾俊華稱在2020年
前為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非常樂
觀的時間表，但不知對方是基於何種信心做
到」。針對曾俊華兩項稅制改革建議的可行
性，唐英年指，香港稅制改革一直有不定期
檢討，但是否應進行深一步的改革，他表示
尊重曾俊華的講法，並會關注他下一步行
動。
在回應記者提問曾俊華部分政綱是否不可

行時，唐英年說：「我當然不敢講他的政策
不可行，他做了那麼多年財政司司長，經驗
較我豐富，相信他有自己的想法。」

薯片廿三條定時間表 唐唐笑「不知信心何來」

■任志剛讚林鄭具宏觀策略適合做特首。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