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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下 午 舉 行
「與你同行：

政綱第二步」記者會，在教育、
稅務及置業方面提出部分建議。
除此之外，她又向現場記者派發
刊載其舊照和背景資料的小冊
子，期望港人可透過這本小冊子
對她有更深入的了解，相信她是
能夠出任下屆特首。

看劉松仁劇集 投身社工
小冊子的內容非常豐富，除了

回顧林太的成長、工作及日常生
活的經歷，也有不同人士的撰
文，當中包括：林太母校聖芳濟
各中學的修女、前上司、殘疾運
動員團體代表、露宿者團體代
表。此外，小冊子又有她多張年
輕時舊照，包括一張1988年身
穿紅裙的個照、與丈夫和兒子的
合照，又有藝人劉松仁與她的合
照，合照的描述文字更透露，當
年劉松仁在電視劇《北斗星》中
飾演社工，是啟發林太希望投身

社工工作的原因。

因車禍識夫君 珍惜親情
不過，更為引人注目的可能是

她和家人的部分，其中林鄭月娥
與其丈夫如何因一場車禍相識然
後相戀，如何互相彼此支持大家
的工作和生活。另外，其大兒子
林節思更親自撰文，講述「算是
半個公眾人物」的母親對自己成
長的影響。他說，自己曾因母親
見報遭同學取笑，母親因擔憂自
己情緒，就主動提出降職，一家
人到外國生活，展現出在工作上
「好打得」的林鄭月娥，在家庭
上亦是盡心盡力地去照顧。
林鄭月娥期望，透過這本小冊

子可讓港人對她有更深入的了
解，「因為對於行政長官是需要
信任，需要知道她的品格；需要
知道她的待人處事；需要從不同
與她合作過的人，得知她是一個
怎樣的人。這本小冊子就有這個
作用。」

■記者 姚嘉華

葉劉淑儀 曾俊華 胡國興林鄭月娥

教
育

■增加50億元的教育經常開支

■訂立幼師薪級表

■將短期合約教席轉為常額教席

■資助高中畢業生升讀自資院校大
學學位課程

■研究為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
的教師訂立薪級表

■增加小學學位教師教席

■暫停推行TSA

■將中史列為初中獨立必修科

■為大學生創造內地及外國實
習機會

■增加中、小學學位教師的
比例，消除教師同工不同
酬現象

■檢討幼兒教育及提升質
素，研究落實幼師薪級表

■取消全港系統性評估

■加強中國及香港歷史教育

■注資「持續進修基金」

■取消小三TSA，重新評估
TSA對小六及中三的影響

■逐步實現中、小學教師全
面學位化

■研究資助全日制及長全日
制的非牟利幼稚園

■檢討特首校監制

資料來源︰各參選人政綱 整理︰記者 歐陽文倩

置
業

■重新建立置業五級「階梯」

■增加「綠置居」供應，騰出公屋

■在居屋與私樓間構建中產可負擔
的「港人首置上車盤」

■為全港六成市民提供公營
房屋作居所

■放寬申請居屋的資格及收
入和資產限制，增加白表
的分配比例

■研究興建丁屋 / 居屋混合
發展成多層大廈或屋苑

■增建公屋，多建供大單位
讓子女父母同住

■加推居屋，提高居屋在公
營房屋中的比例，並調高
折扣

■興建臨時房屋，安置輪候
公屋達4年和劏房戶

■五年內逐步撤銷印花稅雙
辣招

稅
務

■維持簡單稅制和低稅率

■兩級制利得稅︰企業首200萬元
利潤，稅率由16.5%降至10%

■企業研開、環保、文藝等方面支
出，可獲較支出更高的稅務減免

■成立稅務檢討委員會，進行
全面深入研究

■維持簡單和高效率的稅制

■研究引入累進式利得稅，
減輕中小微企的稅務負擔

■探討引入負入息稅制度的
可能性，補助貧窮家庭

■未來居屋計劃的售價與中位
家庭收入掛鈎

■要求按揭證券公司向首次置
業年輕人提供更優惠按揭保
險計劃

■檢討新界荒廢農地及棕地，
優先興建公營及資助房屋

■購入整幢適合的大廈，改裝
為臨時房屋，供有急切需求
家庭暫住

■ 增加研發項目的免稅額

■ 透過稅務優惠鼓勵商界增
加聘用殘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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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務實政綱推新策
增教育開支 助港人首置 減小企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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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下午舉行「與你同行：政綱
第二步」記者會，從教育、稅務及置業

三大方面，就其參選政綱作進一步闡述。記者
會甫開始，林鄭月娥播放片段，由6名分別來
自教育、遊戲開發、科技、鐘錶、演藝及設計
界人士表達他們對行業、創造職位及上樓方面
的訴求。

廣邀市民討論施政措施
林鄭月娥重申，她的「同行」理念便是要在

聽取各界意見後，撰寫一份屬於港人的政綱，
「我的願景是要讓所有生活於香港的人都感覺
幸福、有希望，有信心香港是一個有發展、有
公義、有法治，安全、富足、仁愛和管治得宜
的國際大都會。」她形容自己的政綱是「一步
一腳印，同大家一起同行」，更將實現「關
心、聆聽、行動」的競選口號，廣納民意，並
誠邀市民討論深化自己提出的措施。
她表示，要實現這願景，香港人需要團
結，大家願意一同尋求共識，提供良好穩定
的環境，讓各行各業繼續發揮所長，為下一
代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她強調，競選行政
長官便是要盡最大努力化解社會矛盾與撕
裂，以務實、包容的態度與社會各界共創一
個新環境、新氣象。

年增50億教育經常開支
林鄭月娥昨日先在教育、稅務及房屋3個重

點施政範疇上提出一些具成效、能回應市民訴
求的重點措施。她強調，教育是社會向前發展
的最重要元素，但港府的教育開支卻遠低於其
他高收入經濟體，經常性開支佔港府開支比例
於過去20年亦由25.3%下跌至21.5%，故建議
每年增加50億元經常性教育開支，為香港提
供一個穩定的教與學環境。

將推「港人首置上車盤」
稅務方面，林鄭月娥主張為中小企業作出大
幅度寬減及推出鼓勵研發的額外稅務扣減以推
動經濟。房屋方面，她表明會增加開拓房屋用
地及重建置業「階梯」，並推出「港人首置上
車盤」。被問到港府是否有財力推出上述多項
措施時，她指港府現時有9,170億元財政儲
備，「這等於兩年內所有錢也收不到的兩年開
支，我有沒有能力做到，大家心中有數。」

下月上旬公佈全面政綱
行政長官提名期今日開始，但林鄭月娥擬
於下月上旬才公佈全面政綱，被問到至今仍
沒有提及有關政改及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的政
綱時，她指至今先後與逾30個界別的選委見
面，「大部分都是關心產業、香港經濟及青年
等問題，並非由一兩個政治議題主導。」至於
憑什麼在未有完整政綱前爭取選委提名時，
林鄭月娥說：「一份政綱是重要，但一個管
治不是一份政綱，是一個心、一個誠信，是
待人處事。」
林鄭月娥說：「我生於斯、長於斯，以香
港為家；我受惠於香港的騰飛，對香港有承
擔；我期盼與大家同行，建設一個更美好的
香港。」
記者會昨日下午於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堂舉
行，現場佈景板印有「同行 WE CON-
NECT」標語口號，與分享大會時相同。會上
「幫港出聲」成員錢志庸、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董事局成員溫文儀、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
等人出席撐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上樓難」問題纏繞港人，如何培育

下一代及推動經濟以維持香港競爭

力，同樣屬下一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必須解決的問題。參選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的林鄭月娥昨日公佈教育、稅務

及房屋三範疇的部分政綱，表明如成

功當選，會重新構建置業「階梯」並

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將企業首

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率由16.5%降

至10%，以減輕中小企業負擔，並為

一些產業提供稅務優惠；以及每年增

加50億元教育經常性開支。她表示，

會在未來兩三星期繼續聽取各界意

見，預計於下月上旬公佈全面政綱。

有方向有數據
虛實間見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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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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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與丈夫林兆波相識於
劍橋大學。攝於上世紀80年代。

■林鄭月娥19歲那年受劉松仁主
演社工的劇集《北斗星》啟發，投身
社工。圖為2013年與劉松仁合照。

隨着特首參選人陸續
公佈或更新政綱，各人
的性格和才能都進一步

顯露。獲得不同界別支持的前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到底有何特別之處？
觀察不同參選人的政綱公佈會，有的參選

者鉅細無遺讀一遍自己在不同範疇中大大小
小的措施，有的參選人讀一遍「宣言」後卻
不談政綱內容，林鄭月娥對政綱的處理明顯
較務實。首先，她的政綱提的是大方向，反
映了一定理念，而非這個小政策講一講、那
個小政策又研究一番，這正顯示出一個領導
者應該具備的宏觀視野。
其次，三大重點，不論是教育、置業或稅

務，林鄭月娥在自己的政綱以外，輔以大量
的數據，讓大家撥開觀感的迷霧，清晰向大
眾講明真實的情況。這些數據包括過去幾個
財政年度教育開支的變化，新增50億元恒常
開支的影響；樓價與市民收入變化對比，甚
至清楚計算一對收入不俗的夫婦要儲幾多年
錢才可置業；稅務及當中想鼓勵推進的科研
發展數據，不止香港，還有鄰近城市或國家
的數據。
這些實實在在的數字，都反映出林鄭月娥

對每一個政策都有深思、有考究，為她所制
訂的政策建議，提供了一個合理科學的基
礎，而不是為大家提供一個「六成人住公營
房屋」的「偉大願景」，卻講不出何時實
現。虛實之間，高下立見。 ■記者 甘瑜

■林鄭月娥與長子林節思合照，當
時已懷有次子。攝於1993年。

■林鄭月
娥1979年
首次踏足
北京，到
清華大學
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