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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46票保「胡」漫天開價吊「鬚」

特首需全面 林鄭「識揸跑車」
何柱國寸鬍鬚只識「踩單車」立場搖擺開空頭支票

「沙煲兄弟」罪成 此曾怕提彼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在選舉委員會中擁有51票的全國政協

界別，已決定全數提名特首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全國政

協常委何柱國近日在電視訪問中指出，各政協委員是在比較過各參選

人的政綱、經驗、個人能力及誠信後達致的共識。雖然商界滿意另一

參選人曾俊華在財政司司長任內的表現，但特首人選需要有「全面

性」，林鄭月娥在政府工作40多年，官至政務司司長，在各方面都很熟悉，「一個人（曾俊華）識踩單車，同

揸架跑車唔同。」他又揶揄曾俊華經常改變自己對重要議題的立場，「唔係寫出嚟，聽日發現錯咗，哦，我聽

日又改過一份。」

比較過參選人政綱經驗能力誠信
何柱國在昨日播出的《講清講楚》節目
上指出，為了決定提名哪一位特首參選
人，他們舉行了多次會議，並沒有所謂
「中央欽點」，又透露不同的政協委員最
初有不同的取向，而自己則早在1月初已經
決定會投票給林太。最後，大家看過各參
選人的政綱、比拼他們的經驗、個人能力
及誠信後，很多人均傾向支持林鄭月娥，
最後決定全體提名對方，「政協係一個比
較團結嘅組織。……外面用『綑綁』，其
實係共識差唔多。」

葉太離政府多年 對實質工作「有距離」
他逐一點評4名主要特首參選人：他不認
識胡國興，和葉劉淑儀、曾俊華則是「好
朋友」，前者是個勤力的人、經驗足夠，
但已離開政府、擔任議員多年，對政府實

質工作「有距離」；後者在政府工作多
年，工作範疇主要工商科技及財政。林鄭
月娥他不太熟悉，但對方在政府工作已經
40多年，官至政務司司長，各方面都很熟
悉。
何柱國坦言，商界的確很滿意曾俊華任

財政司司長時的表現，「商界好滿意，我
都對他好滿意」，但特首人選需要夠全
面，「一個人踩單車，同識開跑車唔同，
全面性唔同，做特首睇嘅範圍多咗十倍。
叫我今日做財政司，我一定叻過曾俊華，
一定叻過唐英年，但你叫我做特首，咁多
範疇嘅嘢，我冇本事，又要（處理）房
屋、又要民生、又要養老，乜乜嘢。」

廿三條立法 曾俊華疑開空頭支票
在談到曾俊華表明在任內將重啟政改及

就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何柱國揶揄對方
在這兩個問題上的立場經常改變，「講吖

嘛，政客好多係講之嘛。你睇每個人嘅政
綱，你睇美國人嘅（參選）政綱，嚇到
你，幾十頁你睇都睇唔晒。好似廿三條，
係咪啱時候推，係特首責任，如果唔係時
候推，你橫掂出嚟輸嘅，你做嚟做乜嘢？
你今日寫張空頭支票出嚟，做唔到你講出
嚟做咩先？佢諗清楚，唔係（只係）寫出
嚟，聽日發現錯咗，哦，我聽日改過一
份。」
林鄭月娥在參選政綱中提出增加50億元

經常性開支，投放在教育方面。何柱國被
問到商界會否擔心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後會
錢「使晒」時坦言「一定擔心」，並強調
當特首者一定要懂得運用香港的財政儲
備，去防止被外來財團衝擊，而這是十分
重要的，但他相信林太「做到這個位都開
始明白」，而最重要是身邊有人才，「聽
人（意見）用人（才），就可以化解危
機。」

公屋聯會：3參選人「各有千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擁有20張選委票的公
屋聯會昨日舉行「安居樂業房策政綱交流會」，分別邀
請林鄭月娥、曾俊華及葉劉淑儀3名特首參選人，就房
屋政策政綱交流意見。公屋聯會主席王坤會後稱，3人
均有備而來，不會為爭取入閘或勝選而作出做不到的承
諾，聯會能夠理解，但對3人都未能確認回答何時可恢
復公屋輪候3年上樓的目標感到失望。
王坤昨日在會後形容，3人「各有千秋」：林鄭月娥

較多從管治的角度回答問題，但有點「避重就輕」，相
信與她過去長期擔任發展局局長及政務司司長，及不想
影響現屆政府管治威信有關；曾俊華較為「有商有
量」，但很多問題都未能給予答案，聯會與他一番角力
才勉強有答覆；葉劉淑儀的風格則較為「灑脫」。

無人能答何時可恢復3年上樓
他續說，香港已逐步偏離公屋輪候3年上樓的編配目

標，早前升至4.7年，估計今年第一季度將延到5年。
該會要求3名參選人都承諾何時可以恢復3年上樓，惟
無人能肯定回答，令他們感到失望，而在是否重推租置
計劃等問題上，3人都答應會繼續與聯會磋商和研究。

曾向胡官發邀請 未獲回覆
王坤續指，聯會原先要求3名參選人簽署承諾書，但

考慮到若其中有人當選特首，可能會感到被要挾，「好
似簽了賣身契」，對雙方形象不利，故沒有「強人所
難」要求白紙黑字簽署，又補充聯會曾向胡國興發出邀
請，惟其競選團隊一直沒有回覆。
他表示，聯會不會綑綁投票，希望選委考慮3名參選

人政綱，支持較接近公屋聯會理念的參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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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傳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
前到深圳，與建制派

選委會面。曾表示沒有和張德江會面的全
國政協常委何柱國相信，倘有是次會面，
估計目的是為澄清有謠言指中央「欽點」
特首參選人曾俊華。
何柱國在《講清講楚》的訪問中指
出，一直有謠傳「曾俊華是（國家主席）
習近平欽點（的特首人選），（兩人）又

握過手」，估計中央覺得有需要闢謠，
「前日都仲有人同我講，曾俊華係習近平
欽點喎！你見到幅（合照）相，（兩人）
又握過手。……講多幾次、寫多幾次就
有人信。有朋友都信，我都有諗咗一
諗。」
他續說，相信張德江南下是向建制派

的選委說明「曾俊華唔係習近平指定嘅
人」，「其他嘅，你哋自己選邊個就自己
諗。」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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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張德江南下澄清「點鬚」論
■政協選委早前與林鄭月娥見面，並一致決定提名林太。 資料圖片

工聯：選有承擔有作為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岑志剛）手握
60 多張選委票的工聯
會，昨晚舉行最後一場特
首參選人座談會，與新民
黨主席葉劉淑儀交流。工
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表示，
該會會在綜合屬會及選委
的意見後作提名決定，希
望選出有承擔、有作為的
特首，而該會除關注勞工

議題外，也關注香港的整體政治問題。
吳秋北在會後形容，是次交流深入、坦率，在關注勞

工議題的同時，各工聯會選委也關注香港的整體政治問
題，包括特首的政治素養，相信選委會審慎考慮各參選
人政綱，作出明智決定，希望為香港選出一個有承擔、
有作為的特首。目前，該會未決定會提名誰，需要綜合
工會代表及選委的意見，又強調該會選委非常團結，不
存在是否綑綁提名的問題。

葉太冀夠提名票者「大方點」
葉劉淑儀昨日下午在出席公屋聯會的交流會後則稱，

她尚欠很多票才達到150票的「入閘」門檻，情況嚴
峻，又不點名地呼籲已達提名門檻的參選人「大方
點」，不要再拉票，讓其他人有機會加入選舉，以免
「將提名變成選舉」。
另一參選人林鄭月娥被傳媒問及有關問題時回應指，

這次是公平競爭的選舉，不存在「攞到夠（票）就唔好
攞」，又透露會於周內公佈自己取得多少提名。

■工聯會與葉劉淑儀座談。
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在「民主300+」開
會決定提名意向前，一批反對派選委昨日搶閘表態屬
意人選。來自7個界別的過百個反對派選委組成「民
主政綱先決計劃」，昨日公佈首批46人會先提名胡國
興，並以餘下的提名票「鼓勵」其他參選人「調整政
綱」，更點名稱曾俊華於政改方面的立場反覆，「要
再睇清楚啲」，似在向他「漫天開價」。
來自醫學界、法律界、工程界、「建測規園」界、
資訊科技界、中醫界及會計界的反對派選委組成「民
主政綱先決計劃」，昨日舉行記者會，公佈首批46人
會提名胡國興。牽頭的「真普選醫生聯盟」成員黃任
匡以獎學金來比喻該計劃，稱胡國興的民主理念與他
們相符、態度務實，能在政綱提出「真普選」的路線
圖，交出來的「功課」成績最好、「考到第一」，
「第一期獎學金我哋就頒發畀胡國興同學嘞。」
至於「第二期獎學金」誰屬，他則稱會根據參選人
未來表現、政綱更新、往蹟及「2017特首選舉民間全
民投票」結果再作決定，但不會綑綁行動，甚至是否
會有「第二期獎學金」也是未知之數，以「鼓勵」其
他「政綱未臻完善」的參選人「再作斟酌」，回應
「民主訴求」。
黃任匡特別點名稱，曾俊華的「民主理念」「要再

睇清楚啲」，因曾早前多次提到重啟政改必須建基於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令他們感到「憂
慮」，最近卻態度「軟化」稱願意在「無前設」下諮
詢政改，選委或會覺得「究竟信邊個（立場）好」，
並稱曾如果要說服選委相信其最近的立場，就要把立
場寫進政綱。
被問及計劃會否與「民主300+」有衝突，黃任匡
稱，該計劃非與「民主300+」分庭抗禮，會與「民主
300+」及其他反對派選委緊密合作，堅持的理念與
「民主300+」一脈相承。出席記者會的公民黨主席梁
家傑就謂，計劃是要促成「民主300+」的目標，不會
也不可能忘記「民主300+」的原則。

梁家傑：法律界「多邊投注」
本身是法律界選委的梁家傑，又透露法律界30名選
委最新「多邊投注」的意向：7人加入計劃提名胡國
興，3人提名曾俊華，17人會「策略提名」胡或曾其
中一人，3人按「民主動力」的「市民推薦特首候選
人計劃」結果提名。
在其他參與計劃的反對派團隊中，「真普選醫生聯

盟」的19人中有9人提名胡國興；「進步工程」有11
人提名胡國興，其餘4人也傾向提名胡；日前分別有5

人提名胡國興及曾俊華的「IT vision」，其中4人按
該計劃提名胡，其餘15人未有決定；「建測規園」界
的「CoVision16」有 8人提名胡，其餘8人未有決
定；「L5」的其中4人也提名胡；日前有17人提名曾
的「民主進步會計師」，也將兩張提名票分予胡；反
對派在中醫界的3人有1人提名胡。
在一日間取得40多個提名的胡國興，自言如果取得
足夠「入閘」的150個提名，就不會爭取更多。

■「民主政綱先決計劃」召開記者會。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鄭治祖）前特首曾
蔭權前日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罪成。曾為
因租津醜聞辭職的發展局前局長麥齊光撰寫求情信的
特首參選人曾俊華稱，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現在並
非適當的時間評論。
曾俊華此前在fb上載麥齊光支持他參選的短片。麥
齊光在片中指出，自己當年捲入涉嫌詐騙租金津貼
案，曾俊華主動致電關心，及為他向法庭撰寫求情
信。不過，對於當年鼓勵他返港發展的曾蔭權，他昨
日僅稱現時不適宜評論。

林鄭：案件或上訴 不便評論
另一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被問到對曾蔭權裁決的

感受時指，案件仍可能上訴，司法程序仍未完結故
不便評論，又指自己所有的感受已在法庭作供時說
過。
對於會否為對方寫求情信，她表示不會回答一個比

較個人的問題，並重申尊重法庭裁決，而案件仍可能
上訴，並未完結，故不便由她評論。
有記者問她會否「以此為鑑」，林鄭月娥指出，香

港是法治社會，自己一定會遵守對主要官員的法律及
行政規定。

葉太同情感難過 願寫求情信
特首參選人之一、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則指，她
尊重法庭就曾蔭權案的裁決，又知道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罪名很容易成立，並相信如果曾蔭權不服，一定會
提出上訴。
她續說，自己很同情曾蔭權，身為其舊下屬亦感到
難過，希望對方根據司法程序繼續爭取公平的待遇。
如果曾蔭權要求，她樂意協助寫求情信，但就形容自
己「人微言輕」，「我只是他的舊下屬，沒甚麼分
量，可能他有很多其他地位更高的人寫。」

蘋果代薯片告急 反對派憂誤導
自己的「王」自己「造」。
一批擔心附和由主流反對派把
持的「民主300+」，只會為

他人作嫁衣的反對派選委，近日懶理「大台」，陸續
公佈提名策略。不知道是真心，還是想向正爭取反對
派提名入閘的特首參選人曾俊華的爭取反對派最大利
益，不少人都「投注」在另一特首參選人胡國興身
上。《蘋果日報》昨日就引述有反對派選委稱此舉或
會令曾俊華入閘「有危機」云云。公民黨創黨副主席
黎廣德昨日就發帖揶揄，「蘋果幫薯片告急，提防被
誤導。」

傳社福界60選委多挺胡
所謂「造王造出面」，《蘋果》在該報道中稱「據

了解」，在「300+」中，約90人傾向提名胡國興，
多於曾俊華的約70名，更「有傳」社福界60名選委
中絕大部分都傾向支持胡國興，又引述所謂「民主派

選委」稱，曾俊華獲得的反對派選委的提名票，可能
遠低過他們原先的估計。
該「民主派選委」又稱，他們或會在周內動員願意

提名曾俊華、胡國興的選委率先提名曾俊華，在肯定
曾能入閘後才動員選委提名胡。「300+」的莫乃光在
接受《蘋果》訪問時同樣「皇帝唔急太監急」，稱很
多選委受「公民提名」影響而未決定如何提名，令他
擔心曾俊華、胡國興入閘「有危機」，故「呼籲」選
委盡早決定以免「臨尾甩轆」。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姚松炎在fb轉發了該段新聞，

稱：「我都唔知，蘋果點知？仲寫到咁肯定？」黎廣
德轉發了姚的帖子，更貼文道：「蘋果幫薯片告急，
提防被誤導。」
曾俊華昨晚在與社福界選委會面後則稱，自己會繼

續努力爭取足夠提名，「𠵱 家你擔心都係冇用㗎嘛，
所以就係繼續努力、盡力爭取！」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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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廣德轉發了姚的帖子。 網上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