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邀專業才俊參政促和諧
與三界別年輕選委會面 分享學業事業置業問題

香 港

文匯報

訊（記

者 鄭

治祖）特首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繼續密集的會面行程，昨日先後約

見了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天主教及基督教界選委。她表示，該3

個界別的選委都是以年輕人居多，大家

都不約而同討論了年輕人關心的學業、

事業及置業問題。林鄭月娥強調，她在

日前的分享大會上曾說過，倘有幸當選

特首，下屆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將會是

教育、房屋及經濟發展，回應年輕人關

心的訴求。同時會推行新的施政風格，

包括邀請專業人士及不同政治背景人士

及年輕人參政議政，與民共議，促進和

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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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是元宵佳節，吃湯圓是傳統
習俗，特首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在繁忙的選舉工作中也來

應節一番。「林鄭辦公室」fb專頁貼出了多張林鄭與
競選辦同事吃湯圓的照片，帖文說，「元宵除了與家
人朋友聚首一堂外，更重要是要珍惜眼前人。在此祝
各位幸福快樂、團團圓圓。」

「元宵佳節，特意在競選辦與同事一同細嘗（嚐）
湯圓。」照片所見，除了林鄭月娥外，齊齊吃湯圓的
還包括其競選辦副主任、體育界選委陳念慈，另一副
主任、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和其競選經理、立法
會前秘書長吳文華等等。各人使用的是塑膠餐具，帖
子就特地標註了「我地（哋）一定會重用餐具」。

恭賀港將亞洲單車賽連摘金
另外，在日前舉行的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中，香港

「女車神」李慧詩在女子凱林賽第四度勇奪冠軍，孟
昭娟夥拍逄瑤也在首次舉行的女子麥迪遜賽強勢奪
魁。「林鄭辦公室」在轉發相關新聞的同時，恭喜她
們再創佳績，「近年香港運動員在國際賽事中屢獲殊
榮，表現優異，實在有賴各位運動員與教練團隊的努
力。香港加油！繼續揚威國際！」 ■記者 羅旦

與團隊歎湯圓度元宵
林鄭月娥雖未公佈其參選政綱，

但她在宣佈參選後公佈的8項願景
中，已特別提到要令青年人有多元

發展空間，提供多元機會，包括銳意發展創科與創意產
業，為青年人提供優質的就業。
在8項願景中，其中包括「培育青年 廣納人才」，

「人才帶動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我對香港的青年人
充滿信心。香港有很多非常優秀的青年人，時常希望回
饋社會，我們必須繼續在培育青年方面作出投資。」
她續說，「為了讓青年有多元發展的空間，應該為他

們提供多元機會。近年專上教育重視職業及專業教育，
亦在中學開始認真做生涯規劃，就是希望每位青年人都
能夠找到自己的出路。」
在「多元經濟 優質就業」的章節中，提到了香港有

優勢拓展的兩項新興產業：創新及科技與創意產業。
「這一屆政府幾經努力，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科學園正
進一步擴建，我們亦正另外規劃，為香港長遠科技和創
新的發展提供土地資源，香港和深圳在落馬洲河套地區
共同發展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是一個重點項目。另
一個新興產業是創意產業，特別是創意產業中的文化產
業。這些新興產業，特別可為青年人提供優質的就
業。」 ■記者 鄭治祖

創多元空間予青年發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特首選舉提名即將展開，公務員團
體華員會近日向各有意參選者公開
3點期望，包括「能推動營造良性
競選氛圍」、「能釐清其治港理
念」及「能延續上屆政府的員工關
係政策」。
華員會在信中指出，期望各特首

參選人能釐清當選後如何帶頭弘揚
社會公義、優化特區政府的管治、

建構社會夥伴合作關係、發展經
濟、鼓勵創新及改善民生，令香港
的競爭力得以全面提升。該會期望
社會各界理性審視各參選人的政
綱、管治理念及親和力，共同討論
並釐清多項影響香港前途的重大問
題，選出一位具使命感和戰略視
野，能有效落實政策理念及團結香
港各界，及與中央有互信的行政長
官。

華員會向參選人提三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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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長年以來
都低估財政盈餘，令不少市民質疑有如「守財
奴」。特首參選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近
日與批發及零售界，和旅遊界選委會面時，批
評現屆政府長時期低估收入，影響政府採取有
效措施刺激經濟、縮窄貧富差距及改善社會民
生，「下屆政府要善用盈餘，管理資源，振興
經濟，縮窄貧富差距。」她又提到一旦當選會
考慮成立旅遊局，由主要官員統籌旅遊規劃和
對外的推銷。
葉太日前與批發及零售界選委會面時指出，

下屆政府要善用盈餘、管理資源、振興經濟、
縮窄貧富差距，並認為「有商界經驗，敢於採
取措施刺激經濟的人士，比較適合擔任財政司
司長一職」。在輸入勞工方面，她稱已有多個
界別反映勞工不足、「有工冇人做」的問題，
「我認同在本地勞工優先的前提下，可因應個
別行業或工種的需要，適當地輸入勞工。」

倡設旅遊局統籌政策
針對樓市「雙辣招」的問題，葉太說，「增
加土地房屋供應更加是下屆政府的首要工作。

我認為目前政府推出的辣招，反而扭曲了樓
市，影響了二手樓的交投。若我當選，我會擱
置這方案。」
在與旅遊界選委會面時，表示了解旅遊業的

經營困境，「政府現時對旅遊界的政策由不同
部門處理，欠缺一個了解全貌的統籌。即使撥
出了資源，例如近期推出的『旅行社資訊科技
發展配對基金先導計劃』，未能對症下藥，並
不能協助大部分旅行社。長遠而言，政府可考
慮成立旅遊局，由主要官員統籌旅遊規劃和對
外的推銷。」

葉太批長期估錯盈餘未善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子京）反對派近
日不斷散佈特首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是中央「欽點」的特首人選的傳言。民建聯
副主席張國鈞昨日指，在現有制度下，選委投
票是不記名的，他看不到在制度上有問題。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聲稱，擔心中央「無視」民望，透過社團
領袖傳出「欽點」的消息，以保證某參選人高
票當選，會造成「害死人」的客觀效果，又聲
稱部分選委會「聽中央吹雞」投票，自己對他
們沒有信心，認為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官員需

要澄清云云。
同場接受訪問的張國鈞批評，涂謹申的說法

是在「東拉西扯」和「似是疑非」。他不懂得
評論，但他肯定有決心的參選人都緊張民望，
清楚知道今次選舉要面對的是香港市民，因為
他們了解，即使按現有制度當選，倘缺乏市民
支持，日後將難以管治和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所以他們並沒有將所有時間都投放在接觸選委
上，而是經常落區接觸市民。
他強調，在目前的制度下，選委投票是不記

名的，看不到對制度有任何的所謂「信心問

題」，「那張選票不是由中央派出，除非你說
連香港政府都不相信。」

參選人須獲選委支持
張國鈞又提到，民建聯已將中委會提前至

明日舉行，希望在周二提名期開始前有決
定。
他強調，最終投票屬不記名，選委最終不一

定投票給原來支持的參選人，因此選情是「千
變萬化」的，參選人仍然要「認認真真」說服
選委的支持。

張國鈞：投票不記名 制度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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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娥自參選以來，一直受到反對派的
不公平抹黑。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
泰昨晚表示，社會應該以政綱、過
去的政績去評論各參選人，才是真
正民主、包容的做法，又強調中央
是特首選舉的持份者，有權表達對
選舉的看法。特首參選人葉劉淑儀
則指，特首最終要由中央政府任
命，中央政府當然可以有意見，但
相信中央政府會按照基本法處理是
次的特首選舉。

應以政綱政績評論參選人
范徐麗泰昨晚在接受傳媒訪問時

表示，社會應該以政綱、過去的政
績去評論各參選人，「做人應該要
明辨是非，應該趁這個機會看清楚
每一個參選人，不單其政綱，還有
對方過去的政績，以及是一個怎樣
的人，這才是民主，這才是包
容。」
她批評，任何情緒性的反擊，是
非常不成熟的態度，是「幼稚的情
緒病」，「因為我『憎』某個人，

同他有關的東西我都憎，這是一種
很幼稚的情緒病。如果只是情緒性
的反擊、情緒性的反對，這不是民
主，這是一種未成熟的態度。」
被問到有消息流傳中央「欽點」
的說法，范徐麗泰回應指，特首是
香港和中央的橋樑，中央也是選舉
的持份者，只是並無選票，故中央
都有權表達看法，未必就是「干預
選舉」，而中央不出聲亦不代表就
是公平選舉。
對於中央表態會否對選舉構成

壓力，范徐麗泰指，反對派選委
目前有300多票，至少足夠提名兩
人，故不會影響到有參選人不獲
足夠提名。

葉太：中央當然可提意見
葉劉淑儀昨日在應邀出席香港九

龍潮州公會團拜時，回應了所謂
「欽點」的說法。她表示不評論有
關報道，但強調特首必須獲中央任
命，中央政府在人選上當然可以有
意見，並有信心中央政府會讓港人
透過本地的選舉程序去表達意見，
選擇港人認為合適的人選。

范太：中央持份有權表看法

林鄭月娥昨晨先與建築、測
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選

委「CoVision16」會面，討論範
圍包括政制發展、社會撕裂、行
政立法關係、基礎建設、土地供
應及房屋政策等。林鄭月娥在會
後表示，明白及理解現在社會出
現撕裂的現象，倘她有幸當選，
將推行新的施政風格，廣納賢
能，用人唯才，邀請專業人士及
不同政治背景人士及年輕人參政
議政，期望可與民共議，促進和
諧。至於房屋政策方面，林太則
認為應以置業主導。

齊為縱火案傷者祈禱
林鄭月娥下午再分別與天主教
及基督教界選委見面。會面甫開
始時，她應選委要求與在場人士
一起為前晚發生的港鐵縱火案中
的傷者祈禱。她在會面後會見傳
媒，總結3場會面時形容，3場
會面的交流均非常坦誠，討論的
問題亦非常多元。由於該3個選
委界別均以年輕人居多，大家都

不約而同討論了年輕人關心的學
業、事業、及置業問題。
她認同現今香港年輕人在學

業、事業及置業方面均遇上困
難，也明白年輕人不想只是政策
的受惠者，更希望能夠參與改善
社會，有更多參政及議政的機
會，故她在會面中和各選委分享
了自己在學業、事業及置業問題
等方面的初步看法。
林鄭月娥續說，她在日前的分

享大會曾講過，倘她有幸當選特
首，下屆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將
是教育、房屋及經濟發展，這正
好與年輕人關心的學業、事業、
及置業有關，「因為如果無好的
經濟發展，事實好難提供優質的
就業，但除了就業以外，我也關
心在這些新經濟範疇內的創業空
間，因為很多青年人都是喜歡創
業，這些工作我都會很着重去
做。」

感覺教育看法獲認同
她承認，要解決年輕人的置業

問題需要一段時間，「在置業方
面是很困難的，因為土地供應是
短缺的，可能是比較需要時間才
能夠解決。」
至於教育問題，她感覺到選委大

多都認同她要改善教育的看法，
「因為我是認同今日的教育政策是
出了一些問題，亦都需要投放更加
多的資源去改善教育制度。」

新理財哲學善用盈餘
林鄭月娥昨日在和選委會面

時還討論了宗教、政改、廿三
條立法、同性婚姻、「全民退
保」、酷刑聲請以及施政風格
等議題。林鄭月娥表示，歡迎
大家關注民生事項， 並認為特
區政府要採用理財新哲學，善
用盈餘，投資未來，回應市民
訴求。同時，特區政府也應公
開更多原始數據與公眾及學者
分享及作政策研究，而在施政
以至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的問
題上，特區政府均應審時度
勢，避免爭議，推動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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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與競選辦同事吃湯圓。 fb圖片 ■林鄭月娥昨與宗教界選委會面。 曾慶威 攝

■林鄭月娥昨繼續密集的會面行程。 曾慶威 攝

■葉太近日與批發及零售界選委會面。
■葉劉淑儀昨出席港九潮州公會新春團
拜。 沈清麗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