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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當特首？ 人揀林鄭
民記調查：民望與鬍鬚曾接近 能力勝一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
情人節當日，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
的facebook專頁上載了一篇由其丈夫
林兆波撰寫的情信，有報章稱該封
信是由其他人草擬的。林鄭競選辦
昨日發表嚴正聲明，強調絕無其
事，「有關信件完全出自林先生手
筆」，又對這類純粹猜測或惡意中
傷而不向當事人求證的報道表示遺
憾。
「林鄭辦公室」fb專頁在2月14日

上載了林兆波的「情書」，承認因
為自己的「自私」，「不反對但亦
不贊成」林鄭月娥考慮參選，「但
當見到妳收到的鼓勵，……我的態
度變成鼓勵並且支持妳參加2017年

行政長官的選舉。亦期望妳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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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後在接受傳媒追訪時強
調，該封情書有他簽名，當然由他
所寫。
不過，《信報》在昨日刊出的專

欄文章中，聲稱林兆波的情書是其
競選辦的「集體創作」，更稱初稿
出自競選辦內的年輕成員手筆，而
當時的選詞用字「較有人味」和
「貼地」，其後經競選辦「核心」
高層過目後改成「主打」「一國兩
制」貢獻等內容，更稱事件「或多
或少會對林鄭的領導能力和凝聚人
才能力扣了幾分」云云。

「情信代筆」 惡意中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首
應有所擔當，着力為港人創造一個更好的生活
環境。特首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
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未來特首應只有一個目
標，就是做好特區政府的管治工作。倘她有幸
成為特首，首要任務是刺激經濟增長，維持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林鄭月娥近日在接受彭博通訊社訪問時指

出，特區政府過往太不願意增加開支，故建議
未來在教育、醫療方面投放更多資源，並研究
減稅，「這是一個機會讓我們收得少一些，但
得到多一些。」同時，特區政府應採取更多創
新的政策，增加開支，協助經濟進一步增長，
令港人更加快樂。
被問及目前的選情，林鄭月娥在接受有線

電視專訪時表示，自己取得足夠提名票「入
閘」應該沒有問題，但可能全部來自建制派，
「到目前為止，我無感覺得到我會拿到『泛
民』的提名票。他們在整場選舉未開始前，已
經有了一定的立場。」

首要做好政府管治
被問到倘當選時的得票或民望不高，會否

影響日後施政時，她強調，無論當選的情況如
何，未來特首都應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做好特
區政府的管治工作，「只要是勝出，601票就
是勝出。無論你的民望當時是高還是低、得票
是多或者少，都應該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做好
特區政府的管治工作。現在回答這些揣測性問
題，有什麼意思呢？」

林鄭：倘當選主打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選

舉進入提名期階段，各參選人積極爭取市

民的支持。根據民建聯昨日公佈的民意調

查結果發現，兩名參選人林鄭月娥及曾俊

華目前「叮噹馬頭」，前者有34%受訪者認為適合當新一任特首，後者則

有37.4%。不過，被問到誰較有能力當特首時，有39.9%選擇林鄭月娥，

曾俊華則為36.4%。問到誰最終將當選時，66%相信是林鄭月娥，認為是

曾俊華的只有19.1%。民建聯表示，已向黨內選委推薦提名林鄭月娥，稍

後才會開會決定投票取向。

民建聯委託香港民意調查中心進行「市
民對2017年特首選舉參選人的看法」

民意調查。調查於本月7日至12日進行，由
真人以電話訪問了1,040名18歲或以上香港
市民。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陳克勤及副主席
周浩鼎昨日在記者會上公佈結果，發現有
37.4%受訪者認為曾俊華較為適合做下一屆
特首，34%認為林鄭月娥較為適合，認為胡
國興及葉劉淑儀較為適合的分別為7.9%及
7.8%。至於誰較有能力做新一任特首時，
則有39.9%認為是林鄭月娥，36.4%則認為
是曾俊華。

住屋成焦點有啟示
陳克勤指，如果將調查結果的抽樣誤差
計算在內，即在95%的置信範圍內，認為
林鄭月娥、曾俊華較適合擔任下屆特首，
及較有能力擔任下屆特首的比率，在統計
上沒有顯著差異，即以擔任下任特首的適

合度和能力來衡量，市民認為他們兩人
「不相伯仲」。
不過，被問及誰最終會成為新一任特首

時，有達66%受訪者估計是林鄭月娥，只有
19.1%認為是曾俊華。
對於新一任特首應該最優先處理的問題，

45.5%受訪者選擇土地及房屋；排第二的是

經濟發展，只有18.8%。有11.1%認為應優
先處理退休保障，9%認為是政制發展，
8.7%認為是扶貧，3.6%認為應優先處理勞
工福利。
周浩鼎分析，土地房屋始終是市民最關心

的問題，相信會對特首選舉有一定的啟示作
用，「土地房屋問題始終都是排在最先，看

來市民對土地房屋問題，始終都是認為是社
會問題的重中之重，這都算是一個大的啟
示。」

已有4民記選委提名林鄭
被問到民建聯將會支持誰出任新一任特

首，陳克勤回應說，民建聯已在13日舉行

了中委會會議，並向黨內選委推薦提名林鄭
月娥。目前，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副主席張
國鈞，和黃定光及梁志祥共4名立法會議員
已提名了林鄭，但未來的取向則仍未決定，
「至於我們會投票給誰，我相信在投票前會
有另外一個會議去討論，在現在一刻來說，
我們未有決定。」

■陳克勤與周浩鼎昨於記者會上公佈民調結
果。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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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近日接受彭博通訊社訪問。 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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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手持10張選委提名票的香港道教聯
合會，昨日先後與特首參選人曾俊
華及胡國興會面。至此，該會已經
與4名特首參選人會面。該會主席
梁德華會後形容，所有參選人都是
理想人選，他們的特質都針對目前

社會的需要，令他們難以作出決
定，故暫時未有主要人選傾向。10
名選委稍後會舉行小組會議討論，
再將結果提交理事會。至於提名票
會否與實際投票取向相同時，梁回
應指道教信仰標榜信、忠，不會出
現重大變化。

道聯會：提名人選待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參選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繼續積極爭取提名。她昨日聯同其競選辦團隊，分別與紡織及製
衣界選委，及體育界選委貝鈞奇等會面。同日，葉太還出席了安老
服務計劃方案關注大聯盟的「長期照顧服務高峰會─與特首候選
人對話」。
葉劉淑儀指，各出席會議及座談會的選委及界別代表與自己坦誠

交流，她則就各項議題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又呼籲各界給予提名，
讓她「入閘」，促成真正「有競爭的選舉」。

葉太晤三界別選委拉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反對派主要政
黨把持的所謂「民主300+」已經分崩離析。「真
普選醫生聯盟」的醫學界選委黃任匡近日向傳媒透
露，他們今日推出所謂「民主政綱先決計劃」，參
加的百多名反對派選委將宣佈提名條件，及哪位參
選人能率先獲得首批提名票，而曾俊華並非獲得首
批提名票的參選人。
公民黨及民主黨等反對派主要黨派本欲借
「300+」遂其「造王」大計，但其中不少反對派
選委都不滿要毫無「着數」下為人作嫁衣，包括
「高教界民主行動」、「民主進步會計師」等紛紛
在「300+」的「協調」有結果前，搶閘公佈提名
取向。

擬分批提名 要求符「民主政綱」
擁有19張選委票的「真普選醫生聯盟」，其成

員黃任匡向傳媒透露，他們會在今日記者會上推出
已經有逾百名反對派選委、即佔反對派三分一票參
與的「民主政綱先決計劃」，提出逾百張提名票分
批發放的條件，及哪名參選人能率先取得首批數十
張提名票，而曾俊華並非獲得首批提名票的參選

人。
他「開價」稱，該計劃的第二階段會檢視哪名參

選人符合、或最貼近他們計劃中的「民主政綱」，
他們就會將第二批提名票交給對方。該「民主政
綱」主要是要求參選人交代如何看待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8．31」決定，及如何處理基本法第廿三條
立法等，只要參選人能符合這「民主政綱」，就可
以取得第二批提名票。
被問及曾俊華早前已經「讓步」，包括稱「8．
31」決定不是政改諮詢的前設、廿三條的具體立法
工作不能在這屆立法會開始等，黃任匡僅稱，曾俊
華的新說法「有進步」，但仍未能夠滿足他們的要
求，更要求對方將其新說法寫到政綱中，「口講無
憑」，同時具體交代政改的藍圖，及如何帶領港人
邁向「雙普選」等等。
「真普選醫生聯盟」未等「協調」就宣佈「新方

案」，明顯當「300+」冇到，但「300+」召集人
之一、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昨日就死雞撐飯蓋
稱，黃任匡此前已「通知」他舉行記者會的決定，
更形容對方此舉正好回應了「300+」的呼籲，即
盡早確定提名意向，讓反對派落實提名策略云云。

反對派百選委「自決」向鬍鬚「開價」

■曾俊華拜會道教聯合會。 梁祖彝 攝

■葉太出席安老服務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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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寶拍攝短片為林鄭打
氣。 視頻截圖

黃金寶讚林太直爽 說到做到
特首參選人、前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在任時一
直關注香港的體育發展，

在邀得香港羽毛球代表隊前成員陳念慈擔任
其競選辦副主任後，更邀得成就傑出的前單
車代表隊成員、有「單車王子」之稱的黃金
寶，出任其競選辦資深顧問。「林鄭辦公
室」fb專頁昨日播出黃金寶（阿寶）為林太
打氣的片段。他對林太和其家人10多年來
以個人身份支持「毅力十二愛心跑」印象深
刻，尤其林太的直爽風格，「我好鍾意呢種
處事方式。」他相信，即使遇上不少問題，

只要堅持「要凝聚香港所有人嘅力量」的目
標，林太一定「做得到」。
「林鄭辦公室」昨晚上載了題為《黃金

寶和林太與香港人同行》的短片，帖文稱，
「過去10多年，阿寶一直在單車壇上揚威
國際，為港爭光。他在單車場上堅毅不屈的
身影，在香港人心中留下英雄形象。感謝阿
寶對我的信任，未來我們會繼續支持體育發
展，讓更多像阿寶的精英運動員揚威海外，
為香港爭取殊榮。」

多年撐慈善愛心跑印象深

黃金寶在短片中笑說，林太在他心目中
有兩個形象，一個是政府官員，「另外一個
反而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我們運動員界
中，其實有一個叫『毅力十二愛心跑』，已
經舉辦了10多年，其實這個活動是專門幫
有需要人士籌款。」
他說，「林太每次來其實都不是以官員

的身份出席，而是一個好似大家是朋友來支
持有需要人士，有時她更會帶家人來，我覺
得這是難能可貴的。作為官員，參加一個民
間活動，還堅持了這麼多年。」
黃金寶說，林太也擔任了不少涉及體育

界的公職，「我對她的印象是一個很直爽的
人，她認為可行的話就會答應你，而且答應
了之後就一定會做到。如果她答應唔到，她
亦會即刻話畀你聽點解做唔到呢件事情。對
我個人來說，我會好鍾意呢種處事方式。」

打氣籲堅持凝聚港人目標
他最後為林鄭月娥打氣，「林太，我諗

妳想做特首嘅目標相當之明確，要凝聚香港
所有人嘅力量，其實同做運動員好接近。我
諗所遇到嘅問題係妳想像唔到嘅，但係妳堅
持妳嘅目標，我相信妳一定做得到！」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