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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要求「加碼」薯片會否再「跪」？

港人代讚林太「好熟書」
珠姐：介紹「3+3」管治理念好清楚 范太表明提名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鄭治祖）23名港區人大代表昨日

與行政長官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面。人大代表、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在會後表示，大家滿意林鄭月娥在會上的表

現，讚揚她對香港的政策、施政方面有什麼難處及有什麼可以發揮的地方，都「好熟書」、好

清楚。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亦指，她會提名林鄭月娥。

出席昨日會面者還包括馬逢
國、葉國謙、陳勇、黃玉山

等約23人。譚惠珠會後表示，林鄭
月娥在會上清楚介紹了其管治理
念，「大家都很清楚『3+3』：3
個關於管治方面的問題，3個就是
特別的政策範疇。」

商兩地互動 研落實CEPA
人大代表會上關注的議題，則較

多在於討論香港和內地如何良性互
動，有關CEPA（《內地與香港關
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等。
馬逢國其後表示，是次會面反應

熱烈，十多名人大代表發言，並詳
細討論了林鄭月娥提出的理財新概
念，及教育、青年政策及發展經濟
等範疇。其中，大家對林鄭月娥的

理財新概念和教育問題極有興趣。

盈餘豐裕 冀推更進取理財
針對經濟問題，馬逢國引述，發

言的人代都認為，香港目前盈餘豐
裕，特區政府應該有足夠的實力推
出更進取的理財方向，令特區政府
更加有為。

教育資源錯配 促撥亂反正
另一個發言熱點則為教育問題。

他說，會上發言的人代均認為，香
港目前出現的教育問題並非資源不
足，而是資源錯配，希望新一屆特
區政府能夠撥亂反正，更有效編配
教育資源。席間，有港區人代更提
到特區政府過去投放了龐大的教育
資源，但最終所教出的學生竟然參
與違法「佔中」，特區政府必須正

視。
馬逢國表示，人代不會綑綁投

票，下周一還會與3名參選人，包
括葉劉淑儀、曾俊華及胡國興會
面，暫時未決定提名哪一位參選
人，但大家已達成共識，就是要好
好利用手上的一票以發揮最大的影
響力。
日前，全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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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的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
指，一般人只有在支持一個人時才
會提名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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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強調所有政協界
別的選委都是有誠信的人。

獲鴿訟肥佬黎「護送入閘」
周融憂鬍鬚難取信中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
瑜）特首參選人曾俊華與反對
派的關係可謂「耐人尋味」。
曾俊華在任財政司司長時，幾
乎被反對派以拉布手段拖垮其
財政預算案，現在卻獲他們力
挺入閘。資深傳媒人周融撰文
質疑，公民黨目前為曾俊華拉
票、民主黨也成為曾俊華的
「守護神」，壓下其他反對派
希望參選的意願，黎智英旗下
壹傳媒更力捧他，「令人不禁
懷疑這和『泛民』力撐曾只是
巧合，還是背後有什麼安
排？」

反對派大黨全撐 「前所未見」
周融在《HKG 報》撰文
指，反對派大黨一致支持曾

俊華的情況可謂「前所未
見」，「昔日公民黨梁家傑
和民主黨何俊仁參加特首選
舉時，哪有出現過現在泛民
各大黨一面倒支持鬍鬚曾的
局面？」
他續說，被點名「顏色革

命」的「泛民金主」黎智英
旗下媒體及一衆「黃色網
媒」竟然「全天候追捧曾俊
華」，令人懷疑背後另有安
排。雖然曾俊華方面已表明
希望反對派提名票不超過一
半，但結果如何仍要拭目以
待，「由中央任命主要官員
突然變成只得『泛民』近150
票支持，更有被視作『顏色
革命主推者』黎智英的候選
人之險，曾俊華願意嗎？」

道聯會倡設宗專部
葉太允認真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首參選人葉劉淑儀昨
日聯同其競選辦成員，與香
港道教聯合會會長湯偉奇、
主席梁德華等道教聯合會選
委及成員會面。就與會選委
反映，特區政府缺乏長遠的
宗教政策，制訂政策或法例
前鮮有諮詢宗教界的意見，
政府部門之間亦缺乏協調溝
通，希望成立專責部門處理
宗教事務，葉太表示會認真
研究。
葉劉淑儀指出，港社會近

來嚴重撕裂，故下屆特首的
首要工作是促進社會和諧，
「道教是包容的宗教，我認
為行政長官也要向道教思想
借鏡，以柔制剛，化解戾
氣。若我當選行政長官，我
會積極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只有在社會理性和平的氣氛
下，才能推進政改與及民生
等種種政策。」
她續說，自己和道教聯合

會同樣重視教育，「我們的
教育理念相近，均認同中史
科的重要性，希望傳承中華
文化。面對 2019 年人口下
降，我同意教育局要未雨綢
繆，及早規劃及安排，避免
出現小學縮班及殺校潮。若
我當選，必會認真處理。」
葉劉淑儀同日並與建築、

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四
名選委，包括陳耀輝、姚瑞
賢、陳翠兒及李鉞會面，就
「一國兩制」、政制改革、
香港民主發展、行政立法關
係、行政長官的管治、土地
房屋供應等等議題坦誠交
流。就選委提出的城市規
劃、環境保護及業界發展的
意見，葉太表示會再研究並
自己的優化政綱。

晤兒科醫會 冀增專業支援
她又於前日與香港兒科醫

學會會面。有與會者提到兒
童患上慢性病的數目有上升
趨勢，而去年出現多宗學童
自殺的案件，令人痛心，反
映政府對兒童健康欠缺支援
時，葉太回應指：「政府過
往的施政的確缺乏關懷，往
往靠撥款應付問題，並不妥
當。事實上，家長和學校得
不到專業支援，無助改善兒
童健康。我已在政綱中提
出，研究在每間學校派駐護
士，促進學生的精神健
康。」
她續說：「我認同應研究

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就兒
童健康政策作全盤規劃，專
注處理在兒童的成長、情
緒、教育及健康等各方面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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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需要向中央和特區政府負
責，因此特首選委會有1,200名
代表不同社會階層的選委，但有

個別特首參選人只係掛住爭取反對派選委提名，到
底係咩玩法？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近日積極爭取反
對派選委的支持，並於昨晚約見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及社福界代表。多名社福界選委會後坦言，曾俊華
雖在社福政策「做了不少功課」，但對方在政改、
香港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立場並不清晰、有所保
留。他們對此感到有點失望，現階段也難以明言支
持他，又擔憂或會因希望特首選舉有競爭而「焗
住」提名他。

曾「8·31」廿三條立法頻轉軚乞票
為爭取反對派選委的曾俊華在「8·31」決定以及
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的問題上一變再變，跪低乞
票。有反對派選委為「造王」而提名他，但也有反
對派選委仍嫌對方的讓步不夠多，再開條件。在昨
晚「社福公民與曾俊華對談」活動後，社福界選委

陳清華稱，「曾俊華對政改、香港基本法廿三條立
法的立場並不清晰、有所保留，故現階段實在難以
明言支持。」
陳清華開價稱，他們未來或會因希望可有競爭性

的選舉而「焗住提名」他，但「他有一些立場不是
很清晰，甚至比其他參選人有所倒退時，實在是有
點難題」。
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則稱，社福界不單是關

心社福問題，也都非常關心「社會公義」的問題，
但曾俊華未能一一以白紙黑字答應他們的訴求，他
對此感到有點失望，「有一些我們是希望他寫下
的，他卻指政綱已經很長了，他就說不會寫低的，
例如是廿三條、政改等問題。」

暫不收貨 23日再開會討論
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葉建忠則補充：「（曾俊

華說）就算我寫低了，但我將來不做，咁都無事
的，你也奈我不何，不如你信我吧。」社福界選委
暫未決定提名哪名參選人，並將於本月23日開會討

論取向，但目前不傾向綑綁提名。
曾俊華會後會見傳媒時未有透露自己目前取得多

少提名票，只稱他會努力爭取反對派選委的支持，
「給我一些提名票，讓我可以進入到（特首選舉）
下一階段的競選。……市民給我的支持是很大動
力，給我很大的鼓勵，他們亦給了我一些信心，但
我們仍要看是否可收足提名表，我們會繼續努力，
在提名期最後階段可遞交予選舉委員會。」
被問到日後會否在社福政策方面仍是「守財奴」

時，他未有正面回應，僅稱政府過去四年已在社福
開支大幅增加六成，「每年都是超過雙位數字的增
幅，大家都了解這個是相當大的增幅。」

葉太：提名票「唔止14」 專業界選委：可幫「雙位數」
另一參選人葉劉淑儀昨日在另一活動後則稱，自

己目前所獲的提名票「一定唔係14（票）咁少
啦」，更稱有反對派的專業界別選委「問我使唔使
幫手……有界別話我知，雙位數字可以幫」云云。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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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反對派各主要黨派為
了「造王」，綑綁其他個別反對派選委組成所謂「民
主300+」去「協調」。不過，有選委為免「造王」
成為公民黨同民主黨的「功勞」，紛紛搶先「食薯
片」或「撐胡官」，令公民黨和民主黨不得不急急宣
佈其投票意向，令所謂的「協調」名存實亡。

訟黨下兩注 法律界留17票「救兵」
為了組織的利益，「民主進步會計師」、「高教
界民主行動」等近日都懶理由公民黨及民主黨等把
持的所謂「300+」的「協調機制」，紛紛搶先支持
特首參選人曾俊華及胡國興，打亂了「造王」的部
署。全取衛生服務界30票的「衛．真普30」亦放
風稱，團隊會作策略性提名，先公佈部份選委會提
名胡國興，至於其餘選票會否提名曾俊華則要配合
「300+」的提名策略，包括視乎有關參選人會否再
調整政綱等。

公民黨前晚急急發聲明，稱該黨的選委決定將提
名胡國興或曾俊華，有部分選委則會等待「公民提
名」結果再作決定。公民黨主席梁家傑也向傳媒公
佈了法律界30票的提名取向，稱其中8票會提名胡
國興、2票提名曾俊華、3票則待「民間公民提名」
結果。
他續說，其餘17票會做「雷霆救兵」，即同時簽
署兩份分別提名胡國興和曾俊華的提名表格，交選
委之一、資深大律師陳景生保管。
為了維護以「專業議政」名義，負責統籌
「300+」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的面子，梁家
傑補充，他們會將不同選委票意願，報數給「專業
議政」，由「專業議政」最終決定如何分配，又希
望其他反對派選委「仿效類似做法」云云。

郭榮鏗認「非常擔心」 籲預簽提名表
所謂「協調」名存實亡，郭榮鏗死撐稱，不少

「300+」的選委都希望待「民間投票」有結果再決
定提名意向，但按目前提名機制狀況「令人非常擔
心」，如果太遲作決定如何運用提名，剩下的時間
將很少，加上選管會仍要時間核實提名，「我哋非
常擔心決定時間要等到25號或者更後」，故呼籲反
對派選委效法法律界「雷霆救兵」的方式，預先簽
兩份提名表格，屆時可機動、有策略運用提名。

鴿黨撐鬍鬚 醫盟葡萄太心急
民主黨拒絕執輸，該黨主席胡志偉在昨晚舉行中

委會後稱，曾俊華展示出「應有的親和力」，在聆
聽意見後更願意調整政策論述，包括對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立
場，故中委會決定提名曾俊華，並會推薦予黨內其
他選委提名對方，又稱曾俊華倘不能入閘「會令全
港市民失望」。
「真普選醫生聯盟」選委黃任匡發帖揶揄，「有

人話，如果民主派湊唔夠票畀John Tsang入閘，就
係令香港人失望。但有冇諗過，如果我哋太心急提
名左（咗）佢，然後錯失左（咗）而（）家可以
同佢談判嘅最佳機會，咁至係辜負香港人？」

反對派選委各爭功「協調」名存實亡

講 玩 公 關 宣
傳，特首參選人
曾俊華係叻嘅。

大概是回應教育界批評他任內教育
撥款不足，曾俊華連日在fb專頁上
載大玩所謂「曾．connect」，致電
曾在facebook專頁的郵箱中留下電話
的巿民，談的主要是教育問題。雖
然有不少網民大讚其「關公」屬
「世界級」，但也有不少網民不買
賬，質疑他只懂玩fb，實質政策則一
片空白。
曾俊華前日在fb上載短片，記錄

他打電話給其支持者，並宣傳自己
提出取消TSA，及在教育方面要投
放更多資源等政綱，贏得不少支持
者的好評。昨晚，他再重施故伎，
致電予現職中學教師，重申自己若
有幸當選，未來幾年會增加教育界
資源，而首要為教師創造更穩定的
環境，使學生從中得益。

開期票「將來經常開支定超50億」

他在同一帖文中稱，教育問題始
終應「理念先行」，如學校專業領
導、教育局權力下放、幼稚園教師
薪級表、合約老師轉為常額教師、
加強STEM教育等，但又稱「將來
增加經常開支肯定超過50億元」云
云。
曾俊華的「關公」備受讚揚，但
也有不少人批評這只是門面工夫。
網民「Kaho Chan」揶揄道，「識玩
公關成班香港人含×咁，聽電台睇
tvb睇佢認認真真答一條問題要遊成
3分鐘花園！」
「Douglas Poon」說，「打兩三個

電話有幾感動？ 全港有幾多人生活
喺貧窮線以下， 需要更多關心&支
援……」
「William Yick」 也 批 評 道 ：
「××佢做行會同財政師（司）咁耐
冇理民意，年年計錯數。」「燦港」
稱，「政綱關於土地、稅務和房地產
水份（分）太多，……它（他）條
team公關比較醒，完。」■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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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關公」好掂 政策空洞

香港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盧浩延）
高教界選
委要「買
大細」？
在 5 名成
員日前決

定提名特首參選人曾俊華後，「高
教界民主行動」另外6名選委昨日
就宣佈會提名胡國興入閘。他們對
該組織5名成員提名曾俊華表示
「尊重」，又稱他們會分開處理提
名和投票，而不綑綁提名更有利鼓
勵競爭性選舉云云。
關信基、陳清僑、陳和順、張南

峰、翁愛明5名高等教育界選委，
昨日在記者會上簽署提名胡國興競
逐下屆行政長官，連同未有出席的

張楚勇，共6張提名表格即場交予
胡國興。
他們稱，胡國興政綱最出色，尤

其是對政改的「承擔」，在政制方
面提出的改革六點建議「言之有
物」，包括建議成立由各大政黨代
表組成的政改諮詢委員會、研究擴
大提名委員會選民基礎及「一人一
票」普選的政改方案、透過將公司
或團體票改為個人票、增加界別分
組、重新分配各組別的代表名額等
方式，擴大提委會選民基礎。

胡官：握10提名票「無咁告急」
胡國興會上稱，自己僅握10張提

名票，但他未有進一步透露拉票策
略，僅稱目前選情「無咁告急」，
「無得擔心」不獲中央或建制派支
持，但期望從反對派手上取得更多
提名。

高教界兩邊下注
5人撐曾6人扶胡

■胡國興 梁祖彝 攝

■■葉劉淑儀與建築葉劉淑儀與建築、、測量測量、、都都
市規劃及園境界選委會面市規劃及園境界選委會面。。

■■馬逢國馬逢國（（左一左一））表示表示，，人大代表人大代表
對林鄭月娥的理財新概念和教育政對林鄭月娥的理財新概念和教育政
策極有興趣策極有興趣。。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譚惠珠譚惠珠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