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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拜票 工聯肯定往績
雙方坦誠交流 涉對沖標時職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有10名選
委的香港道教聯合會昨日分別與特首參選人
林鄭月娥及葉劉淑儀會面。道教聯合會主席
梁德華昨日表示，作為宗教代表，希望能作
綑綁式投票，又指經過初步溝通和了解，該
會認為林鄭月娥和葉劉淑儀均是理想的特首
人選。至於最後提名哪一位參選人，梁德華
則指有待今日與另外兩名參選人曾俊華、胡
國興會面後再決定。
道教聯合會昨日分別會見了林鄭月娥及葉

劉淑儀。梁德華表示，該會在與林鄭月娥會
面時，討論了宗教和教育兩個範疇。
他指出，道教作為中國傳統宗教之一，卻
未能在制度上得到全面的照顧，有欠公平，
如每年的財政預算案均牽涉很多不同的範
疇，卻從來沒有關於宗教的部分。他強調，
宗教在社會發展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故
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夠正視這個問題。

林鄭正面回應「設宗教部門」
他又強調，道教是中華文化的基柱，能為
人民帶來一定的倫常綱紀和道德，希望下屆
特區政府能夠進一步重視和關顧中華文化，
加強提倡的力度。
梁德華說，宗教問題一直由民政事務局負

責，但只屬兼任而非專責，故他希望新一屆
政府能夠成立相關部門，專責各宗教團體的
社會事務，加強政府與宗教界的溝通，讓政
府能夠有效作出推動宗教發展的措施。
梁德華說，林鄭月娥在會面中正面回應了

該會所提出的訴求，承認過往特區政府未有
全面照顧宗教界需要，並指假若她當選特
首，將努力填補這些不足，如該會提出的成
立專責政府部門的建議，是一個可行的方
案，有助進一步照顧宗教界的需要。
梁德華在與葉劉淑儀會面後則表示，對方

肯參選已是「很大的功德」，認為她的政綱
對香港有長遠影響，並形容林鄭月娥及葉劉
兩人都相當熟悉宗教事務，理解香港的環
境，是合適的特首候選人。但該會需要和另
外兩名參選人曾俊華及胡國興見面後，才定
出提名及投票意向。他又強調為集中道教力
量，該會初步傾向綑綁提名。

孔院慎重考慮 擬一致提名
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昨日在一公開場合則

表示，該院正陸續與不同參選人會面，他認
為各參選人各有特色。該院作為孔教代表，
希望能做到一致提名和投票，但鑑於各參選
人各有優點，需要慎重考慮，故暫時未決定
將票投予哪一位參選人，有待日後開會商議
決定。
中華回教博愛社選委楊義護指，希望選擇
一個民望高的特首候選人，又會於今日會聯
絡其他選委開會，屆時會決定支持哪個候選
人和以什麼方式支持。
中華回教博愛社副主席脫瑞康此前已簽署

了林鄭月娥的支持同意書。
宗教界選委共有60人，道教聯合會、孔教
學院、香港佛教聯合會、中華回教博愛社、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天主教香港教區各10
人。基督教及天主教選委此前稱傾向不綑綁
提名，選委可自行提名心儀的參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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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隨着提名期開始，特首參選人見選委

的行程更為緊湊。特首參選人、前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晚到工聯會總部

出席座談會，工聯會會長林淑儀在會

後表示，是次大家就民生、房屋、勞工、婦女、職業安全等廣泛問題作

了坦誠的交流，整體而言覺得林鄭非常熟悉、清楚整個社會的問題，期

望她能以「好打得」的形象感染公務員團隊，令大家都可以積極一點、

為市民做多一點，大家都積極一點。

昨晚的座談會有約240人出席，進行了
一個多小時。林淑儀於會後表示，與

會者非常踴躍。在聽完林鄭的施政理念後，
大家都就廣泛問題交流意見，「我們較關注
勞工政策的問題，尤其是職業安全。我們提
到近期有不少工傷意外，希望特首在將來的
施政綱領會關注職安政策，而不只是推廣，
還需要有政策上的改變。」

承諾「努力做」「認真處理」
至於工聯會尤其關注的取消強積金對沖
問題，會上亦有談到。林淑儀表示，林鄭
在會上講得很清楚，表示一定會努力做，
「當然做的過程要進一步溝通，勞工要求

和商界要求會有不同，我們都需要有共
識，但目標是一定要取消對沖。」
在標準工時方面，林淑儀坦言，估計現

屆特區政府應該做不到，期望林鄭若當選
下任特首，會為標準工時立法。林鄭則表
示聽到他們的意見，會認真處理問題。林
淑儀又說，標準工時是複雜問題，但無論
如何複雜，都可以向前邁一步，「而我們
的訴求鍥而不捨的，亦覺得大家可以一起
進一步探討可行的方法。」
林淑儀讚揚林鄭非常熟悉、清楚整個社

會的問題，「而且她做了那麼久政府，在
推行政策，及『好打得』的形象都深入民
心，我們都建議她將來如何能夠帶領和感

染整個公務員團隊，都可以好像她一樣，
為市民做多一點、大家都積極一點。她說
這也是她的風格，而我們也覺得她很積
極。」

信選委判斷 善用手中一票
至於最多人關注的提名問題，林淑儀表

示要待見畢幾名參選人再說。被問到林鄭
還未推出完整政綱，林淑儀指現時距離提
名期截止還有一段時間，而工聯會沒有打
算綑綁提名，「我們的選委都有其判斷，
相信他們能準確善用自己一票。」
至於另一參選人曾俊華提出輸入外勞的

措施，會否影響工聯會的支持，林淑儀表
示輸入勞工政策，要按現行機制進行，該
會反對擴大輸入外勞，但他們不是憑單一
議題去講支持不支持，「選特首是整個社
會的管治，我們會綜合去看各方面，包括
誰能更好地帶領香港前進，獲得中央信
任，並能準確執行香港基本法。」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則在會後發帖，

「『知』一個人豈是一兩場座談會了得的
事！一個人是否忠誠可信，有擔當敢作
為，有能力……都是有往績可尋的。你說
政綱重要嗎？當然重要。但比起人品人格
來，政綱又顯得有點蒼白。人格政績成於
日積，政綱許諾可以成於一時。你問為何

有些選委未完全了解政綱就相信那人能做
事，往績就是根據。證諸今場座談氣氛，
人們就是相信，拿他沒辦法！」
林鄭月娥在會後表示，與各界選委會面

已到尾聲，自周一公佈了教育、經濟和房
屋的重點措施後，很高興社會上的反應正
面，並期望看到其全面政綱，「我會繼續
努力，爭取盡快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立法會
前主席曾鈺成近日撰文，質疑曾任政務司司
長的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在任時未有改善
其轄下的政策局問題。林鄭月娥昨晚回應
說，自己沒有看到曾鈺成的文章，不想透過
傳媒轉述而去作出評論。不過，她強調，在
現行的政府架構和政治問責制下，每一位局
長都要為自己政策範疇負責，雖然一些局歸
政務司司長或財政司司長管理，但並不等於
司長可以代表局長「做晒」有關的工作。

林鄭：司長難替局長決策

提名期開始意味特首
選舉進入更激烈的階
段，各參選人的支持度

時刻變化。《經濟通》與《晴報》聯合進行
的新一輪網上民調，題目是「特首選舉提名
期展開，你支持哪一位候選人呢？」結果
44%人支持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以4個
百分點領先排在其後的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壓倒曾俊華40%
是次民調於2月14日提名期開始當日展

開，截至昨晚10時半有1,691人投票，其
中林鄭月娥領先一眾參選者，獲44%的支
持，其次為40%的曾俊華，另兩名參選人
包括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和退休法官胡國興
則分別獲得8%和5%的支持。
在投票的同時，不少網民就特首選戰舌劍

唇槍，大部分都圍繞林鄭和薯片誰更優勝。
「民鼠怪」說︰「（薯片）hea九年長期躲
在溫室，林鄭劈大柴經驗豐富，誰高誰低，
精明香港人自有公論。」
「昨日的我」則表示，原本見林鄭遲遲未

公佈政綱覺得不妥，「但看過她昨天（13
日）的稅制建議，就漂亮地擊倒做了九年的
鬍鬚曾。林鄭已清楚說明她想的利得稅兩階
制是甚麼一回事，而且說要『即時』執行。
但前財爺呢? 還說累進利得稅要研究研究。
執行能力上的分野，顯而易見。」
有網民則對薯片似乎會在反對派力挺下入

閘感到不滿。「bthinker」說︰「『泛民』
玩拉布，推鬍鬚曾出選等一切同中央對
（着）幹的不理性動作，就似飲砒霜去醫自
已（己）個病咁蠢。將香港拖垮，最後佢哋
都要一齊陪葬嘅啫！」「熱愛香港」則忿忿
不平表示︰「若不是被『泛毒（民）』否決
政改，我就可以投林太一票！」■記者 甘瑜

經濟通民調：
林太44%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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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聯會冀綑綁提名

■■梁德華梁德華（（右右））認為葉劉淑儀的政綱對香港有長遠影響認為葉劉淑儀的政綱對香港有長遠影響。。

■■湯恩佳表示，孔教學院希望能做到一致提
名和投票。 鄧學修 攝

■■工聯會與林鄭月娥的座談會有約工聯會與林鄭月娥的座談會有約240240人出席人出席。。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林鄭月娥說聽到工聯會意見。曾慶威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
旅遊業與不少基層打工仔的生
計息息相關。繼日前分別與旅
遊界及飲食界別選委會面後，
特首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昨日下午與逾10名酒店
業選委閉門會面。有參與會面
的酒店業選委形容，是次會面
氣氛「非常好，傾咗成個幾
鐘」，雙方就酒店業及旅遊業
發展有正面的交流，選委對她
的答問很滿意。至於業界會否
綑綁提名林鄭，他則說：「在
會後看到大部分選委傾向支持
她。」
林鄭月娥早前在發佈其參選
的八大願景時，提到香港的傳
統四大支柱，包括金融、物流
航運、專業服務和旅遊仍然重
要，但應當通過為這些傳統優
勢行業着力增值。在旅遊業方
面，她提出：「我們必須要開
發多元化旅遊資源，由生態旅
遊到文物、文化旅遊都是香港
必須發展的方向。」

李漢城讚能幹富經驗
林鄭月娥此前在分別與旅遊
界及飲食界別選委會面時，肯
定了旅遊及飲食業對經濟發展
及就業市場的貢獻，並認為香
港旅遊業有不少發展空間，如
高增值旅遊，開拓旅遊資源，
包括生態旅遊、文物文化旅遊
等，有助吸引更多不同類型旅
客來港消費，及繼續提升基建
配套、人才培訓等。
她認為，特區政府在旅遊業
上可以扮演促進及推廣的角

色，進一步協助行業的發展。
林鄭月娥昨日與酒店業其中

十多名選委會面，包括九龍酒
店總經理陳覺威、世紀城市國
際控股主席兼行政總裁羅旭
瑞、合和實業執行董事胡文新
等。會議由嘉華國際集團董事
會主席和董事總經理呂志和主
持。
與會的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

行總幹事李漢城會後向傳媒表
示，是次會面由林鄭月娥主動
邀約，會面內容主要與行業有
關，包括酒店業人手短缺問
題，會展設施是否足夠等，
「完全沒有傾提名。」
他讚揚林鄭月娥能幹及有經

驗，以及熟悉政府架構。

介紹政綱 聆聽與筆錄
一名與會的酒店業選委向記

者形容，是次會面氣氛良好。
林鄭月娥在會上首先提到自己
的初步政綱，包括對本港旅遊
及酒店業的看法，又表達了自
己對業界的大力支持。
他續說，會議第二部分由選

委提問，問題包括酒店業人手
短缺問題，會展設施是否足夠
等，「林鄭都用心聆聽，又好
勤力咁抄Notes（筆記）。」其
後，林鄭月娥用近20分鐘回答
問題，「選委都非常滿意，也
感到林鄭對業界的心意。」
被問到業界是否傾向「綑綁

提名」時，該與會者坦言「未
傾」，不過，他在會後「看到
大部分選委傾向支持她（林鄭
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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