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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叫價 逼參選人就範
涂謹申談政改條件「8．31」框架「有鬆動位」

鬍鬚晒命煮晚飯 標時政綱即被追

稱「陣營不同」「長毛」狡辯非「鎅票」
反對派一向唯我獨尊，

「不支持我的就是港豬。」
聲稱要參與特首選舉的梁國

雄，被其他有意「造王」的反對派中人批評出
選是「鎅票」。他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
「同質參選人」才會出現「鎅票」，自己與其
他參選人屬於「兩個不同陣營」，因此沒有
「鎅票」成分。

梁國雄在節目中稱，另一參選人、退休法官
胡國興也是建制一部分，基本上贊成全國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所提出的政改
方案亦不能達到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不過，胡
國興之前見民建聯時，明明因為不同意「8．
31」框架被質疑，唔通長毛為咗爭提名真係要
不擇手段？
胡國興就在 fb發帖反擊，稱自己「不是

government man」、「政改不跟 8．31」

等，又問道：「哪個參選人與我一樣？」他
另標籤了「#留意返」、「#有質地」、「#
無8．31」、「#公道啲」、「#睇咗政綱先
啦」等。

胡官教育政綱 教協指可接受
胡國興晚上與教育界約10名選委會面後稱，

他們在會上曾討論政改問題，重申自己不會跟
隨「8．31」框架。教協主席馮偉華稱，胡國
興在政制和教育方面的政綱與教協提出的訴求
「相當接近」，且相當理解合約教師問題影響
教學質素，又主動提及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
「跳槽」事件，認為有需要檢討大學管治問
題，包括檢討應否由特首出任大學校監等，是
目前4名參選人中「最可取」，但期望胡國興
在教育經費上更有承擔，又稱會視乎其他參選
人最終政綱才決定提名意向。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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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特首參選人中，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都表明政改必須以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為基礎；退休法官胡
國興講明唔會跟；前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則多次改變立場，暫時唔知邊
句真，但就明確表明一旦當選，會
在任內就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反
對派選委「民主300+」昨晨舉行閉
門交流會。「專業議政」召集人、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會後稱，
他們主要集中討論提名胡國興、曾
俊華及「公民提名」的可能性。有
選委就透露，很多與會者均冷待
「長毛」（見另稿）。
郭榮鏗被問及曾俊華在政綱中提
到要為廿三條立法，或不符反對派
要求時回應稱，選委至今對所有參
選人在重要議題立場仍有很高期
望，希望他們回應。反對派醫學界
選委黃任匡在另一場合則講得非常
直接，稱曾俊華在公佈政綱後向反
對派作出的讓步是「零」，其對廿
三條立法立場較上屆建制派參選人
更「積極」，因此若曾俊華拒絕
「讓步」，他難以提名對方參選，
而會提名胡國興。

鴿黨主席戴頭盔 爭談判籌碼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在無綫節目
《講清講楚》中則稱，該黨不會接
受「翻叮」「8．31」，參選人要提
出「有效離開」「8．31」決定框架
的方法，同時要在有「雙普選」後
再就廿三條立法，在社會氣氛比較

和諧下才能「較容易」取得支持及
共識。他特別提到曾俊華，稱對方
在政綱中有關政改的內容「只有兩
句」，他不會收貨，又稱稍後與曾
俊華會面時，會向對方了解其政綱
上提到「如實反映市民意見」的詳
情，並希望曾俊華先處理普選，再
處理廿三條。
不過，他戴定頭盔稱，民主黨認為

提名階段如果不採取策略性考慮，進
一步討論政綱時的談判籌碼就會更
少，因此提名和投票應該分開處理。

補鑊稱「8．31」或「隨時改變」
同黨的涂謹申就似乎心急咗少少。

他接受電台訪問時被問及是否可以接
受「8．31」決定的框架時稱，「比較
下鬆動位有多少」，又FF稱：「如果
相信有可能中央想改變基本路線與立
場，走比較和諧政策，老實講，『8．
31』係咩嘢？」有傳媒其後向涂謹申
查詢其「鬆動位有多少」言論的意思
補鑊稱，他認為「8．31」決定可能
「隨時改變」，屆時就不用再討論是
否接受「8．31」框架。
他在訪問中又稱，自己暫時傾向提

名胡國興或曾俊華，更揶揄梁國雄日
前稱在取得3.8萬個「公民提名」後
就會參選特首的說法，又稱該黨內很
少人支持「長毛」，並強調量度「民
意」需要科學化及邏輯思考，「嗰個
係一個機制3萬幾人，但如果用民調
嚟講，當有我一半市民（意指去年9
月立法會選舉中支持涂謹申的選民）
支持佢，有幾十萬人口添！」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羅旦）反對派選委

「300+」參選時，個

個貫徹反對派本色，

舉起「反對基本法廿

三條立法」、「反對

政改以人大『8．31』為基礎」，但選到後就為爭取政治私

利，野心勃勃要「造王」，之前講過咩都當冇件事。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涂謹申，昨日在電台訪問中批評宣佈參選的「自己

友」、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而被問及是否可以

接受「8．31」政改框架時就稱，「比較下鬆動位有多少。」

其他選委就比較醒目，指「300+」對「各參選人」仍有「很

高的期望」，希望他們作出「回應」，公開叫價，着建制派參

選人識做「讓步」，提出符合反對派的政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鐵前
晚發生嚴重縱火案，特首參選人、前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昨日指，雖然案件仍在調查
中，成因有待確認，「但我亦體會到，市
民非常關注政府目前對精神病人的支援是
否足夠。」
曾俊華昨日與香港醫學會選委見面，
借機以前晚的港鐵縱火案為引子，談到
香港精神病醫療情況，又指與會者認同
可從預防工作着手，「未來我（一旦當
選），會積極考慮增加精神科資源。」
醫學界選委選委蔡堅此前已表態會提名
曾俊華，梁家騮昨日則稱，他提名原則是

希望更多人入閘，如果曾俊華不夠提名
票，他會提名對方。不過，他戴定頭盔
稱，若曾俊華夠票，他會轉為提名胡國
興。
同時，個別反對派選委對曾俊華似乎不

大賣賬。
「真普選醫生聯盟」成員黃任匡昨日

稱，他們暫時對胡國興評分最高，認為
對方符合他們的理念，但目前未有決
定。

葉太胡官慰問燒傷者
特首參選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前

晚深夜發表聲明，表示對事件極
度關注，祝願傷者早日康復，以
及向傷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她感激在場協助傷者的熱心

市民，並對參與救援工作的救
護員、消防員、警員及工作人
員的高效率和專業表現表示敬
佩。
另一參選人胡國興也發表聲

明，指得悉事故後心情非常沉重，對傷
者家屬表示深切慰問，期望傷者早日康
復。
「現場幸有不少英勇市民協助傷者，

否則可能會有更多人受傷。同時感激在
現場救援的消防員、救護人員、警察及
港鐵職員。當局及港鐵必須徹查事
件。」

醫學界屬意誰？ 不同組織各精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教育界一
直批評，香港教育開支佔相對本地生產總值比
例，相對其他發達國家及地區偏低，9年來負責
制定財政預算案、決定各政策範疇撥款的前財政
司司長、特首參選人曾俊華，昨日在網誌中承認
教育界目前面對不少問題，但稱GDP會隨着經
濟環境有起有落，「不宜作為單一指標。」
曾俊華昨日發表題為《撐教師 撐教育》的網

誌，分享自己撰寫政綱的想法。他提到，近年中
學學生人口嚴重下降，加上教師工作量因教育多
元化而不斷加重，所以他在政綱中寫明要「中學
逐步提升教師與班級比例」，期望即使學生人數
下降，但維持教師人手，以致有需要時「不減反
加」，確保透過人手比例而提升教育質素。

稱合約教師「水深火熱」
他續稱，明白目前近4,000名合約教師「水深

火熱」，正承受每年續約、朝不保夕的不安感
覺，認為教育局應考慮即時延長三保及自願優化
班級結構計劃超額教師保留期，令中學不需要在
新學年「還人」，同時重新訂定班級與教師比
例，讓老師於合適崗位盡展所長。

聲言任內「落重本」
大「賣」政綱後，曾俊華反駁教育界一直認為

教育撥款不足的批評，稱自己擔任財政司長9年
半，「教育一直是我『落重本』範疇，至今達
840億元，佔政府總開支約17.3%，以經常性開
支計更佔21.5%，為各政策範圍中最多。」
他說：「社會上有人把香港教育開支佔相對本
地生產總值（GDP）比例3.4%，與其他發達國
家（及地區）一般5%比例作比較，認為香港撥
款水平太低。我絕對同意教育資源需要增加，我
也同意以本地生產總值4%、5%作為參考目標，
但香港作為成熟經濟體，GDP增幅並不很大，
而且GDP會隨着經濟環境有起有落，不宜作為
單一指標。」

選舉時玩吓溫
情本來無壞，但
得到咩效果有時

真係好難講。特首參選人、前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大前晚發帖，話太太特登下廚
幫佢煮晚餐，又指晚餐好重要，代表家
人相聚或辛勞一天的獎勵及總結咁話。
職工盟同工黨就借題發揮，話好多打工
仔目前都要捱長工時，OT到夜一夜，返
到屋企都無心機煮飯，要佢承諾標準工
時立法喎。不過，鬍鬚曾喺政綱度已經
講咗唔會一刀切立法，唔知佢會點拆
呢？
鬍鬚大前晚（9日）在fb發帖介紹自己
當日晚餐──由多年未下廚的太太煮的
豬扒豆腐飯，還有火龍果，羅漢果及果
皮水。Sell吓家有賢妻的同時，他不忘借
題發揮，「晚飯是香港人最重要的一
餐，它代表了與家人的相處、朋友的相

聚，或是辛勞一天的獎勵及總結。最近
密集式與選委會面、聆聽意見，有時只
能隨便食個三文治就要趕下一場，如果
你問我，今晚的『豬扒豆腐飯』值幾
錢，我只能答，無價。」
反對派選委「民主300+」中好多人想
「造王」，但喺「300+」中的少數甚至無
票嘅人，跟大圍就一定撈唔到屬於自己嘅
政治利益，所以都要講吓嘢攞返啲存在
感。職工盟就在鬍鬚的fb留言，「曾生，
其實好多支持你嘅香港人都好想早啲返屋
企食飯，晚飯對佢地（哋）都好重要，可
惜佢地（哋）好多都要捱長工時，OT到
夜一夜，返到屋企都無心機煮飯。……唔
知你又會唔會承諾如果當選，會立法標準
工時，等佢地（哋）可以同家人食晚
飯？」

工黨社民連揶揄博Like

與職工盟「兩位一體」的工黨，其主
席胡穗珊當然跟機，發帖道：「其實
呢，有標準工時先可以多啲返屋企食
飯，做住家男人。」她還標註了「PR係
唔可以當飯食」。該黨前立法會議員何
秀蘭也稱：「鬍鬚，咪齋寫溫情帖博
like，畀多d（啲）勞工權益出黎（嚟）
睇。」社民連成員施城威也加把嘴揶揄
道：「無標準工時，兩公婆都要為口奔
馳的可以食幾多餐無價飯？」

鴿黨議員諷「搵老襯」
鬍鬚在政綱有關處理標準工時的部分

指，「我們會充分考慮社會各界對標準工
時提出的意見，盡量促成勞資雙方達成共
識」，「由於不同行業及職位有不同的工
作需要，不應用一刀切的方法去處理標準
工時。我們可以合約為本，透過勞資諮詢
由政府訂下合約基本條款。」唔知道鬍鬚

今次會唔會因為咁，改口話有得傾呢？相
信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嘞！
講開又講，此前傾向支持鬍鬚的民主

黨，其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此前在評論標
準工時委員會建議以立法方式，規定僱
主與工資較低的基層僱員訂立書面僱傭
合約的消息時，就宣稱「想將『合約工
時』取代『標準工時』蒙混過關，三個
字講晒：搵老襯！」似乎用來講鬍鬚都
同樣適用噃，民主黨又會唔會要求鬍鬚
交代呢？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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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認教育開支少
「不宜用單一指標」

■醫學界選委蔡堅帶同愛犬參與會面。

■尹兆堅指斥曾俊華偷換概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為「造王」，龍門經常搬。「民
主300+」昨日舉行閉門交流會，商討
特首選舉提名策略。由於社民連立法
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突然殺出話參
選，「300+」「光譜」不得不「越拉
越闊」。「專業議政」召集人、公民
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會後稱，會上主
要集中討論提名此前兩名「心儀」參
選人胡國興、曾俊華，以及新增的
「公民提名」可能性。有反對派選委
對「長毛」破壞「造王大計」感不
滿，暗裡放風稱胡國興政綱與反對派
較接近，「如果有胡官（參選），就
唔使『長毛』。」

「民主300+」閉門商提名策略
反對派選委「民主300+」昨晨在香
港大學舉行閉門交流會，商討特首選舉
提名策略，近百名反對派選委出席，包
括立法會議員梁繼昌、姚松炎、李國
麟、郭榮鏗、葉建源和楊岳橋，其他出
席選委包括戴耀廷、張達明、區耀佳
等。據了解，各反對派選委對提名曾俊
華、胡國興還是「公民提名」意見不
一。

放風稱胡官政綱接近反對派
要「造王」，開價是常識吧。據稱，

有選委以「要在參選人中揀個無咁爛」
為由稱會提名曾俊華，但認為對方至今
對選委訴求「有少少遊花園」。有選委
則對提名曾俊華有保留，認為若提名他
入閘，將令反對派「付出好大好大代
價」。
至於梁國雄，據知選委反應冷淡，有

選委更指「如果有胡官（參選），就唔
使『長毛』」，現場不少選委更拍掌附
和。
郭榮鏗會後稱，昨日近100個來自

11個界別選委，閉門討論近3小時，
主要集中討論提名胡國興、曾俊華及
「公民提名」可能性，但未有選委提
出考慮提名林鄭月娥或葉劉淑儀。
他未有交代支持該3個方案的選委

比例，只稱反對派選委「策略方向」
沒有改變，就是希望促成「有競爭」
和「反中聯辦操控」選舉，因此會好
好運用提名權，2月底時作出最後提名
決定。

反對派嬲「長毛」
毀「造王大計」

■激進派仇思達上載多張
「歷史圖片」，揶揄反口
的長毛比他口中的豬狗還
不如。 fb截圖

■張國鈞、田北辰、鍾國斌、涂謹申等合照。

■長毛昔日反對「小圈子選舉」，如今打倒昨日的我。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