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人質疑林
鄭月娥只公佈了教育、置業和稅務3項重要範疇
的政綱，就獲得不少人士支持，相比已公佈完整
政綱者似乎「唔公平」。全國政協常委、選委召
集人劉漢銓昨日表示，雖然林鄭只提出三大重
點，但不少選委同事認為這3項是過往數年香港
最關注的議題，對未來香港繁榮穩定亦最為關
鍵。林鄭月娥則回應指，有見不少人對其3個重
點的反應正面，自己會循着這個方向，爭取在短
時間寫好政綱。

劉漢銓：建議切實可行解決問題
對於有些人着眼於政改、香港基本法第廿三
條立法問題，劉漢銓指，可能有些很政治化、政
治性的選委，會認為這些議題特別關鍵，「但我
們全國政協選委來自各行各業，會考慮香港整體

利益，認為林鄭提出的3個重點，正正是最需要
解決的問題，也是切實可行的建議。」
他續指，有些人看輕了稅務措施的重要性，

認為林鄭提出企業首200萬元利潤的稅率，由
16.5%減至10%，有助提升小企業的積極性。
至於另一參選人、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提出

「負入息稅」的建議，被批評會令到稅制變得複
雜，劉漢銓表示，維持稅制簡單很重要。

何柱國：看能力投林鄭
出席會議的全國政協常委何柱國在回應傳媒

提問時說，自己「不信政綱」，而是相信一個人
做事的能力，及對方會怎樣做，明言自己會提名
及投票予林鄭。
林鄭月娥在會面後表示，自己與分組界別選

委見面已差不多到尾聲，一直以來聽到很多有用

的意見，特別是她在周一公佈了3個重要範疇
後，「大家反應都很正面和支持，自己會循着這
個方向，爭取在短時間寫好政綱。」

林太料提名投票不會不同
被問及會否擔心投暗票時得票下跌，林鄭月

娥表示，很多支持自己的選委，都是支持其過往
的工作，對她個人的認識，甚至很多都是多年工
作上的合作夥伴，相信不會提名或投票不同。
對於被質疑忽略反對派選委，未有會見公民黨

等，林鄭月娥解釋，今次選舉是以38個界別分
組，故優先會見界別選委，若過程中有政黨因黨內
有不同界別分組，希望有一場跨界別、以政黨為基
礎的見面會，「如果日程中做得到都會盡量做。」
自己唯一的策略，就是盡量接觸選委，包括「泛
民」選委，向他們介紹施政理念，爭取支持。

政綱三重點好評如潮

51政協選委 齊提名林鄭
劉漢銓：支持才提名 投票若轉軚無誠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特區行政長官選舉進入提名階段，每一票

的去向都為人所關注。特首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與政協界別選

委會面，向他們講述自己的施政理念並了解意見。全國政協常委、選委召集人

劉漢銓在會後向傳媒表示，政協界別選委經商討及比較各參選人政綱後，一致

認為林鄭月娥最適合出任下屆特首，故51名政協選委將會一致提名林鄭月娥。

被問及有人認為提名和投票可以不同，劉漢銓強調，只有支持一個人才會提名，若之後不投予自己提名的人，

「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否則你無誠信」，而他相信所有選委都是有誠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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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會面共有35名選委出席，其中33
人均屬政協界別，另外兩名全國政協

常委余國春和陳永棋分別屬於商界（第二）
和工業界（第二）選委。在一致提名的51
張政協界別選委票中，包括在特首選舉議題
上一直未有公開表態的李氏父子中的李澤鉅
（見表）。劉漢銓在會後回應傳媒提問時強
調，他們不會未得別人同意就代表任何人，
「我們是一致的，很快會將提名表格交給各
選委，讓大家簽名提名。」
有記者問到是否因為中央屬意林鄭才決定

提名她，劉漢銓指出，一眾政協界別選委都
很認真和負責任地履行職責，仔細比較各參
選人政綱、了解他們過往公職，才作出這個
結論，「我們實際上開了兩次會，不是草率
的決定，第一次會也開了很長，研究探討他
們的政綱。林鄭的公職經驗、能力和過往對
特區及香港政府的貢獻顯著，故認為她最適
合做。」

得中央信任 考慮多方面
他強調，林鄭月娥得到中央信任，這是事

實，大家都知道，但他們作為來自各界的代
表，會考慮很多方面，中央信任是其中一個
因素。有傳媒報道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張德江為林鄭「箍票」，劉漢銓說，自己沒
有被邀請去深圳會見中央官員。
至於林鄭和其他同樣有多年公職經驗的參

選人有何分別，劉漢銓表示，大家對林鄭的
公職了解較深，並指她過往任政務司司長
時，對香港近年來的社會問題、制度問題、
改善民生和經濟的問題都很有經驗，了解最
新情況，故認為應「捨短取長」，相信可以

令香港未來5年管治得更好。

交流夠坦誠 眾留好印象
他續說，林鄭月娥是唯一主動要求與政協

界別選委會面的參選人，認為她在會上與大
家坦誠交換意見，實質回應問題，「大家對
她的印象好好。」
被問及提名和投票會否分開處理，劉漢銓

表示︰「我的理解是，你支持一個人才會提
名，我們中國人講口齒、信用、正義，你提
名一個人做行政長官，但投票時卻不投，除
非你有很好的理由，否則你無誠信。我認為
香港所有的選委，都是有誠信的人，因為我
們的選委都是香港社會各行各界的精英。」
他更引用古語「君子不欺暗室」，認為選

委都是君子，自己不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腹，相信選委有信用，提名和投票會是一
致。
有人認為林鄭若取下「太多票」，會令選

舉「無競爭」，劉漢銓則說，選民有權選擇
提名或投票給誰，「若喜歡甲、卻提名乙，
這有違選舉原則和誠信原則。」

政協界別選委名單
方黃吉雯*
王國強*
譚耀宗*
陳成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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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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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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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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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會推薦選委挺林太

客屬總會表態全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浩
延）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參與
特首選舉，獲得不少舊同事支
持。曾與林鄭月娥在衛生福利科
共事的前高官余黎青萍（見
圖），形容林鄭性格爽直、實話
實說，雖不茍言笑，但工作非常
投入，在處理問題時能夠在「合
法、合情、合理」中找到平衡
點。她讚揚對方除五德兼備，還
有成為領導賢才的必要條件，就
是「廉」。
余黎青萍在退休前歷任多個機

構及政府部門要職，包括廉政公
署、昔日的市政局、屋宇署及教
育署等，現擔任林鄭競選辦的資
深顧問。她昨日在「林鄭辦公
室」facebook專頁上載的短片中，
回憶自己與林鄭共事時的往事時
表示，她和林鄭月娥相識於1990
年中。當時，她獲調派到衛生福
利科任職，林鄭是她的同事，大
家負責兩項非常重要的研究，一
個和基層健康有關，另一個是研

究香港對中醫
藥的取態。
她形容，林

鄭性格爽直、
實話實說，不
茍言笑，工作
非常投入。林鄭給人一個較冷漠之
感，但這完全是一個錯覺，「如果
你肯花多點時間和她接觸，你就會
發覺她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
人。……她不是那種要說出來，讓
人知道她是有心的人，而是發自內
心，你能感受到的。」
余黎青萍笑言，她和林鄭很有

緣分，大家在處理僭建問題上有
相似之處，就是在保障公眾安
全、維護法紀都做到情理兼備，
「合法、合情、合理」。這是不
容易的，但林鄭往往能成功找到
平衡點。今年是雞年，她就以
「雞有五德」來總結，指林鄭五
德：文、武、勇、仁、信兼備，
還有一德是作為一位領導賢才的
必要條件，就是廉潔。

舊同事讚做事情理兼備

「愛妻號」林兆波瞓身撐
林鄭月娥丈夫

林兆波（見圖）繼
日前情人節透過

fb貼出情書後，昨日就被媒體在
會展外「野生捕獲」。他再次表示支
持太太參選，更謙稱「自己儀容
不好」，才選擇背後支持，「不
止百分百支持，是無限量支
持！」言談間被問及林太最終決
定參選，或與早前期望兩人更多
相處時間背道而馳，林兆波隔數
秒後回應：「沒關係，隨遇而
安。」

「搬新屋」被「野生捕獲」
網媒「眾新聞」昨日上載了一

段在會展外「野生捕獲」林兆波

的影片。林
透露，昨日
是林鄭月娥
搬離官邸限
期前最後一
日，所以帶
同衣物等搬入會展會景閣。
被問到日前上載至「林鄭辦公

室」fb專頁的情書，是否他親自
撰寫時笑言，「我簽咗名，梗係
我寫㗎啦！」
對於有否為太太參選獻計，林兆

波笑言︰「我唔識啲嘢㗎，我淨係
識純數。」雖然已多次婉拒記者
採訪，但記者仍然連番追問，他只好
禮貌拱手向記者說︰「我普通人嚟㗎
咋，放過我啦！」■記者 盧浩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客屬總會主席
梁亮勝昨與傳媒茶敘時透露，香港客屬總會成員在各界別中共有44
名選委，不會「綑綁投票」，但基本上都支持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
「我們研究了林鄭月娥的政綱，並審視了她30多年來於政府不同部
門的工作表現，確實覺得林鄭月娥符合中央提出的四點要求，且是做
事肯擔當的人，所以本會將全力支持她。」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客屬總會執行主席曾智明談到有指商界選委不
支持林鄭月娥的傳言時表示，「這不是事實，身邊的商界選委都支持
林鄭月娥。」他說，中層和基層市民生活得不好，社會必定不和諧，
而香港社會最重要是讓大家都「有飯食」、開開心心。身為行政長
官，最重要是懂得領導，熟識社府各部門運作，林鄭月娥具備這些優
勢，她較其他參選人能力更勝一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
修）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
秀恒昨日透露，該會一眾選委和
會董在商討後，認為林鄭月娥是
較為合適的特首人選，並予以推
薦。該會在今年特首選舉中有19
票，他個人已經遞交表格提名林
鄭月娥，並相信其他選委必定會
履行他們的責任，提名和投票予
合適的參選人。
李秀恒在一公眾場合表示，該

會在農曆新年前已經分別與4名參
選人林鄭月娥、曾俊華、葉劉淑
儀、胡國興會面，認為4位候選人
各有優點和長處，且經常與商界
溝通，大家關係熟絡。該會一眾
選委和會董商討後，認為林鄭月
娥略勝其他參選人一疇，是較為
合適的特首人選。

李秀恒：不會綑綁式投票
他續說，該會推薦林鄭月娥並

不代表對其他的候選人有所偏見
或不滿，而他個人已經遞交表格

提名林鄭
月娥，但
該會不會
綑綁式投
票，亦不
會舉行任
何儀式一
同提名和
投票，其他選委仍可以按自己的
意願，投票給他們認為合適的特
首人選。
李秀恒認為，各選委在提名和

投票予某一參選人前應作全面考
慮，包括是否熟悉政府運作、是
否習慣與政府各部門溝通等，均
影響有關人士在當選後能否順利
和有效率施政。同時，除了商界
非常重視的經濟問題，特首應對
社會、民生、教育等不同議題有
深入認識，包括勞資衝突、強積
金對沖等議題，既是經濟，也是
民生，若能掌握不同範疇的情
況，從多個角度考慮和探討，相
信能更有效管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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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恒

■■林鄭月娥昨日與政協界別選委會面林鄭月娥昨日與政協界別選委會面，，向他們講述自己的施政理念並了解意見向他們講述自己的施政理念並了解意見。。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