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鬚媚白鴿黨 難取信中央
各界：求入閘無底線 甘心被反對派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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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
麗、邵萬寬、鄭治祖）香港反對
派各政黨拒絕承認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8·31」決定，其後更發起
否決了政改方案，令全港選民今

在任 財 政 司 司 長 時
 & 一直反對推行全民退
休保障計劃，在參選政綱中亦無一字

提及的特首參選人曾俊華，前晚在與

年無法「一人一票」選特首。前
晚，民主黨 7 名立法會議員稱會
提名特首參選人曾俊華。曾俊華
昨日會見記者時聲稱這是第一次
有「民主派」議員提名建制派參
選人，是「團結社會」及「化解
對立」好開始。香港社會各界批
評曾俊華為求「入閘」，甘心被
反對派議員利用，又批評曾俊華
漠視反對派議員逢中必反、不停

■特首參選人曾俊華2月12日約見民主黨，會面約一個半小時。曾俊華前日獲民主黨提名。

在議會內拉布，導致香港經濟落

將有莫大困難。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
長余國春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坦言，
希望曾俊華能夠看清楚歷史：過去幾
年，香港社會撕裂、經濟滯延，都是由
於反對派議員逢中必反，及不停在議會
內拉布所致。
他又說，倘曾俊華對香港有承擔，就
不會找反對派議員提名支持，反映他只
求「入閘」，不顧大局，既無助社會和
諧，同時不能維護香港社會利益，更不
可能取信於中央。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盧文端指出，建制派全面支持特首參選
人林鄭月娥，如果曾俊華要依賴「泛
民」的選票才能入閘，意味對方將成為
「泛民代理人」，而非如他所說「化解

後、社會撕裂，足見其不顧大
局，完全欠缺擔當，既不能取信
於中央，更不能令香港團結。

辯稱化解對立 團結社會
民主黨前晚決定 7 名立法會議員將提
名曾俊華。曾俊華昨日中午在會見傳媒
時歡迎民主黨議員的決定，稱是次為第
一次有「民主派」議員提名給建制派參
選人，「意義重大」，既是「團結社
會」及「化解對立」的好開始，亦有利
他爭取不同政治光譜的人支持，以「化
解社會對立」，又稱所有參選者都應向
不同政治光譜爭取支持，否則日後管治

對立」。他強調，反對派一直以來都反
抗中央政府，變成「泛民代理人」只會
進一步製造對立，而不是化解，此舉將
更得不到中央的信任。

責不問是非 加劇對立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表示，
化解對立不可以不理憲制底線，不可以
不問過去幾年反對派撕裂社會的是非對
錯。如果曾俊華為求「入閘」而逾越憲
制底線、不問是非，既不可能取信中
央，也不能達成真正的公義和化解，更
令人擔心曾俊華的言論會令社會「對立
不會終結，反而加劇惡化」。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會長簡松年認為，
反對派與建制派理念不同，反對派部
分選委支持曾俊華，絕非如其所說的

網上圖片

「化解對立」。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
參選人曾俊華獲 7 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提名，但她希望對方要看清楚反對派
委員提名他的目的，不要為了選票而
作出任何有違香港繁榮穩定的承諾，
否則將會成為一個長期的政治包袱。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葉順興批評
曾俊華為求「入閘」，甘心被反對派議
員利用。
她說，民主黨議員利用提名曾俊華而
攪局。曾俊華需要考慮與反對派之間的
政治交易，倘若對方日後提出與中央對
抗的話，他將如何自處？「我不認為
『民主派』與曾俊華之間無任何政治交
易，民主黨議員之所以提名曾俊華純粹
是要搞對立。」

社會責曾貶中聯辦誤導公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邵萬
寬）特首參選人曾俊華在接受報章訪問
時表示，基本法「寫明」中聯辦是一個
「聯繫、聯絡工作，應該繼續做聯絡工
作」的機構云云。香港社會各界批評，
曾俊華是在誤導公眾，令人以為中聯辦
「插手」或干預香港政府事務，言論過
火，實屬不智。
中聯辦是中央駐港機構，在香港有五
大職能（見表）。曾俊華近日在接受傳
媒訪問時談到中聯辦，聲稱「管治留返
香港政府處理」，並貶低中聯辦只負責
「聯絡工作」云云。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指出，
香港事務當然交由特區政府去管治，但
凡涉及中央層面的，中聯辦自然要發揮
它的職能，如在特首選舉問題上，行政
長官根據基本法必須向中央及香港特區
負責，而在當選後須由中央政府任命，
中聯辦當然需要觀察選舉，否則如何向
中央如實反映。

薯片又跪低 突提再研退保

■曾俊華突然提倡全民退保，令外界感到詫異。
梁祖彝 攝

違法「佔中」，撕裂社會，綑綁

斥言論實屬不智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盧文端指，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轄
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憲制規定中央
政府對香港有管治權，但曾俊華為了
吸納足夠提名選票，發表過火言論，
實屬不智。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表示，
香港是中國轄下的一個特區，中聯辦是
中央政府駐港的機構，中央政府授權中
聯辦的聯絡工作，中聯辦自然要有作
為，此舉並非代替特區政府管治，曾俊
華的言論實為誤導公眾，以為中聯辦插
手或干預香港事務。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會長簡松年指，中
央政府對香港有絕對的話語權，根據基
本法，特首最終要由中央政府任命，香
港離不開中央政府的管治。中聯辦作為
中央政府了解香港政情、民情、經濟情
況的橋樑，協助中央政府制定政策配合

香港發展，關心香港選舉情況是可以接
受的。

中聯辦的五大職能

出口術為提名票

1.聯繫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解放

他認為，曾俊華「管治留返香港處
理」的說法是在「出口術」，目的為了
爭取反對派選票，又重申香港是「高度
自治」而非「完全自治」，一切離不開
基本法。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香
港行政長官選出後要由中央政府任命，
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機構，有權觀察特
首選舉，希望曾俊華不要為了「入閘」
而踐踏憲制底線。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葉順興指
出，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駐港代表，享
有中央政府賦予的權力。倘若香港政府
不能夠按照「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管治
香港，離開了基本法的正確軌道，中聯
辦自然有權提出見解，中聯辦是代表中
央政府，並非代表自己。

軍駐港部隊。
2.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港
的中資機構。
3.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
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
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
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
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
見。
4.處理有關涉台事務。
5.承辦中央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8·31」立場猶豫 工聯難支持曾俊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參選人
曾俊華昨晚出席工聯會的座談會，百多名工
聯會選委或會員出席，人數較林鄭當晚少。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認為，曾俊華對全國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較另一參選人
林鄭月娥顯得較猶豫，不太確實，並指無法
認同曾俊華提出的合約工時建議。
曾俊華昨晚與工聯會會面個半小時，但
該會榮譽會長鄭耀棠及理事長吳秋北等並
未出席。林淑儀在會後表示，雙方探討了
社會政策、勞工、經濟、民生、醫療、教
育、交通等問題。其間，曾俊華詳細回應
了各個問題，交流氣氛踴躍。
就政改議題，林淑儀引述曾俊華指「不必
在政綱中寫明『8·31』」，又稱政改是必要
做的事情，但「未有講得好確定」。她強
調，工聯會希望選出一位愛國愛港、全面貫
徹「一國兩制」、依法治港、維護香港穩定
繁榮及促進經濟發展的行政長官。

■特首參選
人 曾 俊 華
（左）昨晚
出席工聯會
座談會。
曾慶威 攝
曾俊華到訪工聯會期間，再提及標準工時
及合約工時問題。林淑儀重申工聯會一直反
對合約工時，「因為無指引，合約由誰去
訂」，倘由勞資雙方自行制訂，「當然會任
由資方說了算」，變相會把現時長工時合法
化，比無合約工時更糟糕。
當被問及如何比較林鄭月娥與曾俊華，林
淑儀認為不會單憑一點決定提名支持誰，而
是會全面去看，又指「寫在政綱好容易」，

但有無能力執行也較重要，故往績也成為箇
中考慮因素。曾俊華與林鄭月娥過往都曾在
政府任司長，是政府「三頭馬車」之一，各
有千秋，但身為行政長官，有否推行政策的
「心」十分重要。
林淑儀表示，工聯選委將會認真履行職
責，慎用選票為香港選出一個能得中央信
任、有承擔敢作為、能團結各方帶領香港向
前發展的特首。

資料來源：中聯辦網站

反對派社福界選委會面後即「跪
低」。他昨日主動稱，已答允「重新
研究」全民退保的問題，並聲言特區
政府上次的諮詢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爭
議，他一旦當選將認真看待諮詢，包
括涵蓋範圍、諮詢深度和闊度，及以
哪種渠道聽取不同人士意見，但未有
承諾會將之納入政綱內。
曾俊華在出任財政司司長期間，一直
反對推行全民退保。2005 年特首梁振英
公佈施政報告後，他形容政府委託由香
港大學學者周永新團隊提交的《香港退
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是「盤數
計出來，凡全民退保都爆煲」，又暗指
「全民退保欠缺社會共識」。
去年一月，他發表網誌，稱公共資源
從來不是取之不竭，而採取由勞動人口
供款支付退休人士的退休金，存在不少
風險，並稱根據外國經驗可得知，隨着
人口老化，勞動人口減少，未來可能要
增加在職人士供款、降低退休金金額，
甚至要延後退休年齡。
不過，另一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上月
底提到，特區政府此前放棄「不論貧
富」的全民退保方案，是參考了時任財
政司司長所提供的財政數據後作出的決
定。曾俊華當時回應稱，自己「冇計過
咁嘅數」，又相信是「政府內部同事」
作出相關的計算。在本月初公佈的參選政綱中，曾
俊華也沒有提到全民退保，只提出設立有資產審查
機制的保障制度。

未回應是否納入政綱
不過，他前晚與反對派的社福界選委會面後，昨
日主動向記者稱，他已答允對方「重新研究」全民
退保，又質疑上次退保諮詢在社會引起很大爭議，
反映諮詢過程「有很多缺陷」，包括在收集意見後
的整理不完善 ，希望自己一旦當選，「可以做得
更好。」不過，他未有回應是次改變是否屬於讓
步，及會否將之納入政綱內。
被問及他會否採納周永新團隊提出的「全民老年
金」方案，曾俊華則迴避稱，他會採納「各方面」
的意見重新研究、重新諮詢所有方案，沒有任何前
設，「從頭開始。」
他續稱會以專業、公開方式諮詢，希望在推行全
民退保的同時，優化為長者而設的社保計劃，令長
者可更便利地得到所需幫助，同時減低高昂的行政
費用，以不降低現時保障為基本原則，進一步簡
化、結合各項計劃。
針對外界一直質疑他任財政司司長期間作風保
守，現在卻突然重提全民退保，曾俊華就稱，所有
財政機關的性質都傾向保守，需要在收入及開支上
達至合理平衡。過去，他一直注重履行基本法的要
求，令每個財政年度收支平衡，並稱有關的做法十
分重要，又期望未來財政司司長都能做到。
■記者 鄭治祖

IT進逼 鬍鬚政改廿三條再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首參選人曾俊華在政改
及基本法第廿三條的問題上，
又應承咗反對派選委啲咩？他
昨日與有 30 張選委票的資訊科
技界選委團隊「IT Vision」第
二度閉門會面。「IT Vision」
會後稱，他們會上繼續討論感
到不滿意的問題，包括政改及
廿三條立法等，對方承諾會提
供「補充資訊」，及在社交媒 ■曾俊華前晚與社福界選委會面。
彭子文 攝
體發佈云云。
己已決定依據「公民提名」結果，一旦
為此，「IT Vision」中，有 5 名選委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獲 3.8 萬名市
已提名曾俊華、另 5 名選委則會提名另 民提名支持，他就會提名對方，又「懇
一參選人胡國興。餘下十多人中，有人 請」各「民主 300+」的成員等待「公民
會作「策略性提名」，即預備在曾俊 提名」的結果，及「正面面對 3.8 萬名
華、胡國興不夠提名時才提交，有數人 選民的清晰意向」，提名有「公民提
則按「公民提名」考慮。「IT Vision」 名」支持的參選人入閘，以「不負民主
中的公民黨黨員陳宇明近日撰文，稱自 理念」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