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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財爺「不能只做掌櫃」
審慎理財有別於保守吝嗇 提名司局長冀理念相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每一

任行政長官都有自己心儀的政府班

子和組織架構，特首參選人、前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不例外。她昨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若當選，

會希望找到理念相同、願意為香港

服務的有心人擔任司局長，並會為

此而向中央據理力爭。被問到她的

新理財哲學與另一參選人、前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的守財觀念明顯不

同，林鄭月娥強調，審慎理財與保

守甚至吝嗇有很大距離，在目前財

政盈餘充足之下，應投放資源發

展，財政司「不能只做掌櫃」，若未

來出現財政司司長只顧把持財政，

最極端就可以用問責制來免職。

林鄭月娥昨日接連接受兩個電台的訪
問，繼續講述施政理念。在談到為

何參選時提出新理財哲學，但現屆特區政
府並沒有檢討expenditure guideline（開支
指引）時，她表示，這要問上任或現任財
政司司長，並解釋特區政府中各有職權，
大家只能為自己的部門作爭取。
她續說：「但去到宏觀看經濟增長、儲
備去到多少才可花錢，不是政務司的權力
範疇。行政長官理論上有能力去做，但實
際上，有關金融財政條例中，大部分權力
在財政司司長手上，相信這是出於內部制
衡的考慮。」

教育醫療改善急需財
不過，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基本法亦列

明特首須為整個特區負責，若沒有管理財

政方面的職權，就難以負責，故自己若當
選，會清楚履行特首責任，不會因為財政
屬財政司職權，而放任不管。若出現財政
司把持財政的情形，最極端就只可用到問
責制，強調財政司「不能只做掌櫃」，只
是管着開支。
她強調，審慎理財與保守甚至吝嗇有很

大距離，若大家滿意現況，或許可以管着錢
不用，「但現在不是這樣的情況」，指出在
教育或醫療等方面都急需資源改善。
被問及一旦當選後的領導班子，林鄭月

娥說，希望找理念相同、願意為香港服務
的有心人擔任司局長，向中央提名，若心
儀人選不獲中央認同，「我會據理力爭，
否則如何做未來5年？」
林鄭月娥前日公佈了她在教育、置業、

稅務三方面的政綱，包括增加教育經常開

支50億元。針對有人稱，目前的教育經
費每年都增加三四十億元，質疑林鄭月娥
的增加五十億元教育經常開支其實「分別
不大」，她昨日解釋，目前的開支增長只
是按年的成本增長，如人手的工資，不是
實質增長。
林鄭月娥強調，她提出的增加50億元
教育經常開支，絕對不計這些成本增長，
而是真正的增長，「若以今個財政年度注
入50億元，就會是6.7%的增長。」
她又承諾，一旦當選特首，會於7月1

日正式就任前舉行會議，了解教育界對使
用該50億元的意見以決定緩急先後，並
即時增加每年50億元的開支。
她坦言，教育界目前面對不少迫在眉睫

的問題，包括幾千名合約教師能否變常額
教席、學生入讀專上自資院校能否獲得資

助等。教育是由心去做，錢不能保證優質
教育，「但無足夠資源，提供穩定的環
境，很難做心的工作。」

讓數千合約教師安心
她強調不應讓有熱誠、受過專業訓練的

教師都朝不保夕，無法安心教學，故希望
可增設常額教席。
在資助學生修讀自資院校課程方面，林

鄭月娥認為這有助減輕學生負擔，讓他們
專心學習，也提供誘因，讓一些原本打算
放棄的學生繼續升學。
對不少人關注的TSA問題，林鄭月娥

認為，TSA若是「壓力煲」，當然須大幅
改善，但如何處理，首要是聆聽教育界意
見。目前教育界就此議題有不同聲音，較
統一的主要在小三TSA上。

林鄭月娥一直都以「好
打得」的獨立形象出現，
其丈夫非常低調，令不少

人都對其丈夫充滿好奇。昨日，林鄭的另一半
林兆波在情人節寫了封情信鼓勵太太。林先生
坦言，自己原本期待能和太太在其政務司司長
任滿後外遊、看電影、逛街，但看着太太收到
不同人士的鼓勵，自己亦「私心軟化」，變成
鼓勵、支持太太出選，期望她能「成功當選並
在新崗位上為香港市民努力工作，為落實『一
國兩制』作出貢獻。」
林兆波在這封上載至林鄭辦公室facebook

專頁的情信中說，今年情人節對他們而言都是
「特別的體驗」，因為林鄭月娥要面對人生第
一次選舉，自己亦要心理準備「會受到公眾關
注」。「大概兩個月前，妳因為情況有重大改
變而要重新考慮自己的公職生涯。開始時我的
立場是『不反對但亦不贊成』。『不反對』是
因為妳對工作的熱誠，而『不贊成』是基於我
的自私。」
他解釋：「多年來我倆的私人時間不多：一

方面是工作上原因，另一方面兩個孩子來臨
後，我們的一致意見是不能把照顧孩子成長一
事『外判』給別人。為此我倆多年來不會放下
他倆，而自己去看一場電影，更不用說我倆出
外旅行（哪怕只是兩三天）。因此我期待能與
妳在任期屆滿後重温我們婚後初期的甜蜜滋
味：外遊、看電影、逛街等。」
不過，「當見到妳收到的鼓勵，（這些鼓勵來

自不同階層，包括曾與妳共事的朋友、亦有妳不
認識的市民）我的私心軟化了。我的態度變成鼓
勵並且支持妳參加2017年行政長官的選舉。」

不着意儀容 不願意曝光
林兆波在信末也有幾句甜言蜜語︰「這個情

人節我與妳大概不會有多少相聚的時間。但我
倆的心是相連的。」他並自爆一直不願曝光的
原因，「由附照可見我對個人儀容不着意，所
以不願面對大眾。故此我在2月3日那天選擇
不出現。但我對你的支持是無限的。」
林鄭月娥昨日在電台接受訪問期間，被問及

丈夫的情書時也顯得較平日開朗、活潑，坦言
自己以往拍拖時與在外國讀書的丈夫書信往
來，至今還保留了不少情書，並笑言「以前嘅
好似肉麻啲」。至於最肉麻的內容是什麼，林
鄭月娥立即說︰「嗰啲唔公佈得㗎，以前寫嘅
嘢家睇返都唔得㗎。」雖然輕描淡寫、講得
含蓄，但林鄭月娥一直面帶微笑。
至於丈夫昨日寫信支持，林鄭月娥亦對鏡頭

表示，多謝老公「蒲頭」，並希望他繼續「蒲
頭」，主持人立即笑言︰「你咁樣畀緊佢壓力
喎！」她則風趣回應道︰「我老公嚟㗎噃呢
個。」 ■記者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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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波藉情人節寫信支持太太參選特首。
林鄭辦公室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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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安居始終
是香港市民最關注的問題，特首參選人
林鄭月娥昨日在電台訪問中指出，相對
教育和稅務而言，房屋發展是最艱難的
項目，她一旦當選後就會成立專責小
組，希望在半年至九個月內尋找新增的

土地來源，但坦言倘社會對此無共識將
難以做到。
林鄭月娥指出，要解決房屋問題，土地

是最重要的，故自己一旦當選會以開拓土
地為先，然後再加建房屋，包括在參選政
綱中提出的發展首置上車盤。由於她沒有

計劃改變現有的土地用途，包括將原有用
作興建公屋的土地撥作興建首置盤，故必
須考慮填海及建立土地儲備等方向。
林鄭月娥承諾，自己一旦當選，會成立

專責小組，在半年至九個月內能夠找出新
增土地來源，為年輕夫婦提供置業希望。
由於房屋議題沒有政治性，專責小組的成
員可以包括不同黨派人士，最重要是運作
順暢。不過，這需要視乎全港市民是否願
意配合政府尋找新土地，如果社會無共識
將難以做到。至於港人首置上車盤能幫助
哪個入息水平的中產人士，她則指仍要研
究。
聽眾王太致電電台節目支持林鄭月娥參

選，又訴說自己與丈夫經營零售小生意，
但也面對買不到樓等問題。另一聽眾林先
生則認為造地需時，問林鄭月娥為何不打
擊托高樓價的行為。林鄭月娥回應說，今
屆政府已推出辣招打擊炒賣，當中有好、
有不好，不好就是壓抑了二手市場，亦令

父母難為為子女置業，故長遠需要的是造
地。

不相信公司分拆攞「惠稅」
在稅務主張方面，林鄭月娥提出了兩級

利得稅制，將企業首200萬元的利潤稅率
由16.5%減至10%。
被問及是否有信心克服以往顧慮時，她表

示，政府以往不做主要有兩個擔憂，一是擔
心稅制複雜，但這個兩級稅制並不複雜；二
是擔心損失稅收，但她計過稅收減少不多。
至於會否有人去分拆公司去攞着數，她相信
不會有公司為慳13萬元而去這樣做，因為
成立及營運公司等都要成本。
另外，另一參選人曾俊華回應商會曾提

出二級制利得稅，但特區政府過去為何未
有處理時回應說，過去未有實行是因為沒
有迫切性，但現在英國首相文翠珊、美國
總統特朗普上場後都提出減稅，可見這是
國際上的趨勢。

成立土地來源組 吸納各黨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鄉
議局昨日與特首候選人胡國興會
面，並於會面後開會。主席劉業強
在會後指出，另一參選人林鄭月娥
有處理新界事務的經驗，是特首適
合人選，鄉議局決定27票將會綑綁
提名她。
劉業強昨日表示，鄉議局早前已先

後與4名特首參選人會面，其中林鄭
月娥富新界經驗，處理過僭建等問
題，較其他人選適合。在經過討論
後，鄉議局最終認為一個成熟的團
體，應該展示團結，故決定綑綁提名
林鄭月娥。
劉業強期望對方當選後，可以更

「體貼照顧新界人權益」，但強調是
次綑綁提名，鄉議局並無提出交換條
件，也沒有受到其他組織的影響。至
於最終投票意向，鄉議局將於3月26
日投票日前一周再開會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林鄭月娥
在日前公佈的政綱中，暫時只包括房屋、
教育及稅務這三個範疇。她昨日在電台訪
問中補充，她在構思將青年事務政策放在
指定局長的名下，「未必是『青年事務局
局長』，但我想將青年放在清楚的政策範
疇，而不是收埋在民政或福利（局之
內）。」
關顧青年發展涉及多個政策範疇。林鄭
月娥此前在提出的八大願景，其中一章就
是「培育青年 廣納人才」，強調自己對
香港青年人充滿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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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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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她提到
要發展創新及科技與創意產業，為青年人
提供優質的就業。而在日前公佈房屋方面
的參選政綱時，她則提出要在居屋之上，
開發港人「首次置業盤」，以置業的方式
解決剛成家年輕人的房屋問題，實現他們
安居樂業的願望。
青年發展問題涉及經濟、房屋和教育等

範疇，特區政府目前的架構能否有效應
對？林鄭月娥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就
提到正在構思將青年事務政策集中由一個
局長負責，而非目前般分散在民政事務
局、勞工及福利局等。

環保事務有意局署分家
被問及另一參選人曾俊華提出在教育局

下重設教育署署長一職，林鄭月娥則認
為，在現況下再設教育署，恐怕適得其
反，並坦言自己聽到很多意見，認為目前

的領導「真的比較官僚」，在此情形下再
多加一個層次，可能會帶來更多的規管。
她提到自己另一個「局署分拆」的構

思，就是將環境局與環保署署長分開。她
解釋，前者的工作為制定政策，後者則是
以獨立方法制衡政府想做的事，「將兩個
功能集於一身，即使實際上不出問題，觀
感上都出問題。所以我覺得在環保工作要

有專業領導、公信力的同事去做。」
是否一上馬就着手分拆呢？林鄭月娥笑

言「攞到立法會批准就係」，並說自己不
會重蹈覆轍，「候任特首若想在三個月內
在今日立法會內闖關，做政策或政府架構
改組、開設新的首長級職位，一定是無疾
而終，所以會先在現行架構做住先，做出
些成績，再與立法會多黨派有商有量。」

擬設新局處理青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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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承諾林鄭月娥承諾，，一旦當選會成立專責小組一旦當選會成立專責小組，，在半年至九個月內能夠找出新增土地來源在半年至九個月內能夠找出新增土地來源。。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前年中，
時任政務司
司長的林鄭
月娥在烏溪
沙青年新村
體驗攤位遊
戲。
資料圖片

■去年底，
時任政務司
司長的林鄭
月 娥 （ 左
二）到訪房
屋署轄下建
築設計組。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