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料取逾400票 周內「入閘」
盡攬各界別選委支持 面向全港落觀塘聽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

祖）特首選舉提

名期將於周三結

束，特首參選

人、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率先遞交僅及「入閘」門

檻「最低消費」的160張提名表。另一特首參選人林鄭

月娥透過競選辦回應指，她將於本星期初公佈政綱及遞

交提名表格。據本報統計，林鄭月娥已取得全國政協、

鄉議局、中總、港九區議會、道教和孔教等界別的提

名，並獲民建聯、經民聯等政黨表態推薦，加上早前表

示傾向支持林太的漁農界、體育小組、廠商會和旅遊界

等界別分組，林太預料獲逾400張提名票。

曾俊華昨日突然「搶先」向選舉事務處遞交
提名表（見另稿）。近日忙於撰寫政綱的

林鄭月娥，昨日則在其競選辦副主任、觀塘區議
會主席陳振彬，觀塘區議員、青年民建聯主席顏
汶羽陪同下，到觀塘區與市民接觸。

訪觀塘九龍灣 淘大花園析政綱
「林鄭辦公室」fb專頁昨晚發帖稱，「這場行
政長官選舉，除了要獲得選委支持外，亦要面向
700萬香港市民。最佳聆聽意見的方法，就是親
身與市民交流。早前我們（林鄭月娥及其競選團
隊）探訪過南區、西貢區和沙田區。今（昨）
早，我們來到觀塘區和九龍灣。」
帖文說：「不少中產朋友與我分享，十分關心
我們早前提出的3個施政新亮點，包括：『教育
新資源』、『稅務新方向』和『置業新希望』。
因此，我今次特意探訪了九龍灣淘大花園，親身

向市民解釋我的主張，聆聽意見。淘大街坊曾在
03年與『沙士』搏鬥，堅毅不屈，體現着香港精
神。我與淘大花園的街坊分享：『雖然香港現在
面對一些困難和阻滯，但只要我們團結一心，一
定可以將香港發揮得更加好。』」
林太期望與更多市民實質交流，「除了在網

上世界聆聽外，更重要的是要走入社區、走進
人群，用行動與市民拍住上，同行建共識。」

顏汶羽：大受歡迎「寸步難行」
顏汶羽則透露，雖然林鄭短短逗留半小時，受

到大批市民歡迎，有不少市民更鼓勵她要加油，
「有好多市民都找林太合照，試過想過一條馬
路，等了3次紅綠燈都過不了，因為每次停下來
都有市民找她。」
林鄭月娥自宣佈參選以來，既面向全港，也積

極拜會不同團體，聆聽各界別訴求及爭取提名支

持。香港友好協進會成員此前與林鄭月娥第二度
會面後，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會後指，包括李澤
鉅在內的全部政協界別選委共51名全國政協，都
會提名林太。
在政黨方面，手握超過100張選委票的民建聯

在召開中委會特別會議後，決定向民建聯選委推
薦提名林鄭月娥出選特首。有20張選委票的經民
聯亦已表明支持林鄭月娥。
香港中華總商會此前已將18份提名表格交予

林鄭月娥。九倉前主席吳光正早前也稱，九倉
及會德豐集團所有選委共11票盡歸林太。鄉議
局主席劉業強日前在主持鄉議局執委會會議後
確認，27名鄉議局選委已向林鄭月娥提交提名
表。
加上漁農界、體育小組、廠商會、旅遊界、宗

教界等界別分組，估計林太最少獲得逾400張提
名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
文殊）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
「好打得」，給人的印象是
「外冷」，但多名林太的支
持者均指其「內熱」。一直
為基層打工仔女服務的前勞
工界立法會議員李鳳英，大
讚林太關顧下屬，工作認
真，願意以誠意溝通化解矛
盾。
人稱「英姐」的李鳳英來

自勞工界，從事勞工基層服
務逾半世紀，長期接觸基層
勞工，經常擔當勞資雙方及
基層與政府部門橋樑的角
色。
她擔任立法會勞工界議員

達 12 年，自 2012 年退休
後，本可盡情享受人生，惟
仍毅然決定為林鄭月娥站
台，並出任其競選辦資深顧
問。
「林鄭辦公室」fb專頁昨

日上載李鳳英的受訪片段。
她微笑着娓娓道來箇中心路
歷程，「她（林太）對社
會、對基層都很具承擔，儘
管（自己）退了休，都願意
和她同行！」

調任英倫仍心繫舊部
她回憶林太令她印象難忘

的往事，感慨萬千。她稱，
林太2004年出任房屋及規
劃地政局（規劃及地政）常
任秘書長僅半年，便被調任

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
處長，「（林太）臨上飛機
前，仍然十分關顧屬下部門
員工的憂慮，自此對她留下
深刻印象！」
林鄭月娥過去曾謙稱自己

「好打得」，予人「好硬
淨」之感，李鳳英坦言必須
立體呈現林太如何「硬
淨」：林太待人接物「很上
心」，也願意溝通，舉例她
過去處理很多爭議性問題時
均十分願意走到「好前」，
在面對持不同意見人士或就
爭議性議題向人解釋，並面
對面分享其個人觀點、看
法，反映了林太「硬淨」的
同時，並非沒有商量的餘
地，「這種溝通非常之
好」，而這份執着實在難能
可貴。
專頁昨日又上載了在港肩

負傳承家族60年老字號生
意、顧客名單包括美國前總
統喬治布殊、歌手 Kylie
Minogue等的港生印度裔裁
縫 Roshan Melwani 的 訪
問。
他形容林太是位「實幹勇
士」，並深信出身基層、具
深厚社福服務經驗的林太，
明白港生少數族裔在港生活
的難處，特別是教育對少數
族裔的重要性，肯定對方會
為少數族裔提供更多學習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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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
娥昨日在
陳振彬、
顏汶羽等
陪同下，
到觀塘區
及九龍灣
與市民接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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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暫獲提名選委名單
反對派（134人）
何柏良 張星煒 吳國恩 王凱峯 李 鉞 張祺忠 謝永齡 原樹堂 劉婉明 黃健菁 梁文俊 許志全 張振邦

鄭皓朗 蔡志光 李健恆 關梓謙 梁文傑 吳潔儀 譚香文 梁繼昌 馮領業 方保僑 單仲偕 李勁華 王嘉屏

邱祖淇 葉旭暉 黃岳永 李 斌 汪整樂 王鳳儀 邱國禧 尹兆堅 許智峯 林卓廷 鄺俊宇 黃碧雲 陳家明

胡志偉 涂謹申 莫乃光 溫帶維 陳銘賢 朱偉志 陳沛然 蕭旭亮 董光達 侯佳禎 王 翔 吳志豪 馮德焜

譚劍明 王嘉盈 吳永輝 蔡啟昇 李宇銘 陳翠兒 姚瑞賢 關淑玲 張銳輝 李家宏 何俊鋒 黃克廉 張兆聰

盧偉明 方景樂 陳杏英 張 往 張文光 潘天賜 王美琪 經志宇 陳仁啟 舒盛宗 甘秀雲 田方澤 馮碧儀

陳漢森 黎志強 李煒佳 何志偉 曾瑞明 馮德華 陳曦彤 程張迎 文浩然 莫萊茵 馮偉華 洪英豪 方子華

葉建源 黃志偉 李建賢 張惠儀 黃國桐 夏偉志 葉海琅 查錫我 劉文欽 陳淑怡 龍振邦 楊 森 彭張華

麥海華 麥天志 陳耀輝 羅浩林 宋安來 容志偉 麥志烈 吳其彥 楊和生 關德華 崔志英 林逸明 楊婉翔

鄭炳鴻 鄭斌彬 洪梓然 溫愷詠 袁偉傑 葉慶祥 洪思微 范寶琦 姚頌恩 黎智富 馬 旗 鄒凱詩 陳建勇

麥雪晶 林湘雲 羅健熙 Bradbeer Robin Sarah

建制派及其他（26人）
田北俊 周梁淑怡 鍾國斌 徐聯安 胡文新 何栢霆 陳通生 關家倫 李宇銘 陸宏廣 龔耀輝 杜健存 宋婷兒

陳可欣 萬嘉良 詹劍崙 蔡 堅 爾冬陞 宋世平 楊寶玲 溫少輝 繆 亮 沈朝生 余遠茂 嚴迅思 梁家騮

資料來源：選管會 整理：方文殊

提名選委所屬界別

界別 席位 提名

一、主要提名
教育界 30 30

會計界 30 24

資訊科技界 30 21

高等教育界 30 16

醫學界 30 13

立法會 70 12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

及園境界 30 9

法律界 30 6

衛生服務界 30 6

二、零星提名
宗教界 60 5

工程界 30 3

社會福利界 60 3

旅遊界 18 2

中醫界 30 2

金融服務界 18 2

紡織及製衣界 18 2

批發及零售界 18 1

商界（第一） 18 1

酒店界 17 1

體育、演藝、文化

及出版界 60 1

三、暫無提名
鄉議局 26 0

漁農界 60 0

保險界 18 0

航運交通界 18 0

勞工界 60 0

地產及建造界 18 0

商界（第二） 18 0

工業界（第一） 18 0

工業界（第二） 18 0

金融界 18 0

進出口界 18 0

飲食界 17 0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51 0

香港僱主聯合會 16 0

港九各區議會 57 0

新界各區議會 60 0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16 0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36 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方文殊）
聲稱日內遞交提名表的特首參選人曾俊
華，昨晨突然宣佈「搶閘」向選舉主任
遞交160個選委提名，以「低票」入
閘，其中134個提名來自反對派選委。
香港各界人士指，反對派一直採取與中
央對抗、激化香港矛盾的思維，曾俊華
過度依賴反對派的支持，「受人恩惠必
須回報」，他若一旦當選，在施政上向
反對派傾斜，絕對不利社會團結，不利
解決本港已累積嚴重的深層次矛盾，反
會令公眾利益受損，並非港人之福，故
不可能獲得中央的信任。
曾俊華昨日提交的160人提名名單，
逾130人來自反對派，大部分來自「民
主300+」。其中以教育界和會計界佔最
多，餘下則來自建制派或無明顯政治取
向者（見另稿）。在提交報名表後，他
否認自己是「反對派參選人」，聲言不
應在所有事情上劃界線，形成「對立情
況」。他其後透過fb專頁發表公開信，
稱會在提名票確認後開展下一階段競選
工作，爭取來自社會各界的支持。

柯創盛：損政府與建制派關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在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反對派一直鼓吹不符「一
國兩制」及香港利益的主張，曾俊華過
度依賴反對派支持，勢將影響愛國愛港
陣營對他的信任，絕對不利於社會團
結。更質疑對方一旦當選，在「政治默
契」下，反對派激化矛盾的行為更難遏

制，更會損害政府和建制派的合作關
係，令施政更為艱難。

陸頌雄：政綱反映「政治默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曾俊華

政綱漸向反對派傾斜，是獲反對派支持
的一種「政治默契」，將會令各界產生
疑慮。反對派一直延續與中央對抗、激
化本港矛盾的思維，若曾俊華為當選而
助長這種現象，顯然會失去中央信任。
他又質疑曾俊華擔任財政司司長期間

舉措過於保守，甚至有不作為傾向，無
法解決本港已累積嚴重的深層次矛盾，
一旦當選更可能將政策傾向反對派，勢
令香港形勢更為複雜，難以聚焦發展。

何君堯：不可能獲中央信任
立法會新界西議員何君堯表示，反對

派通過「枱底政治交易」，圖成為「造
王者」，以擴大話語權及獲得更多利
益。「受人恩惠必須回報」，依賴反對
派選委才能「入閘」的參選人一旦當
選，在施政上勢向反對派傾斜，令公眾
利益受損。中央政府任命特區行政長官
管理香港，當然要任命信任的人，才有
利兩地合作、香港發展，故有關人等不
可能獲得中央的信任。

周八駿：暴露個人政治利益
著名時事評論員周八駿表示，曾俊華

「反常」地由反對派托「入閘」，反映
特首選戰是建制派和反對派對香港管治

權之爭。曾俊華政綱的變化，已反映建
制中有人未能跟着「一國兩制」的發展
與時俱進，心中暗藏着與反對派相同的
意識形態，更在個人政治利益下暴露出
來。他相信，中央對此變局十分了解，
必然有周全準備。

各界：鬍鬚搶閘找「反」數 中央難信任
反對派選委在「宣傳」曾俊華

時，聲稱對方是各特首參選人中
「最能團結各界」。不過，根據

曾俊華昨日提交的提名顯示，在38個界別分組
中，主要提名來自9個由反對派主導的界別。而包
括代表政界的政協及區議會界別，代表基層的勞工
界，及代表工商界的商界（第二）、工業界、金融
界、僱主聯合會等18個界別中，曾俊華均是「零
提名」，令人質疑他如何能團結社會各界。
在曾俊華取得的建制派政黨提名中，並未包括民

建聯、工聯會及經民聯等愛國愛港的政黨，只有3
個來自自由黨的提名，包括田北俊、周梁淑怡、鍾
國斌，前兩者分別以商界（第一）、批發及零售界
選委身份提名對方。田北俊承認，黨內有部分成員
提名了另一參選人林鄭月娥，並相信會較提名曾俊
華的為多。

工商界僅1票 勞工界捧蛋
撇除此前已表明會提名林太的鄉議局、漁農界及

政協界別，曾俊華在代表基層的勞工界、港九及新
界各區議會均未取得提名。在工業界提名方面，曾
俊華僅取得田北俊1票，保險界、航運交通界、地
產及建造界、商界（第二）、工業界、金融界、進
出口界、飲食界、香港僱主聯合會均「零提名」。
在金融服務界、工程界、旅遊界、社會福利界、

會計界、紡織及製衣界等，曾僅取得零星提名。在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共60個選委中，他只獲
得屬於演藝小組的爾冬陞提名。在宗教界共60名選
委中，亦僅取得基督教協進會及天主教香港教區5
名選委提名，佛聯會、道教聯合會、孔教學院、中
華回教博愛社全部「缺席」。 ■記者 方文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咩叫原則底線？
為咗「造王」，反對派選委梗係將之擺兩邊啦。社
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出爾反爾，話收集到3.8
萬個市民簽名就會報名參選特首，即刻被其他反對
派中人以至其支持者圍攻。自己友都唔撐，當然慘
淡收場。長毛昨日宣佈，自己僅收集到兩萬多個簽
名，決定不會參選，又形容備受其他反對派「鍾
愛」的特首參選人曾俊華則像「菩薩」，「只係坐
喺度，下面就香火鼎盛。」
所謂「有人歡喜有人愁」，其他反對派選委寧願

提名另一參選人胡國興，都唔提名自己友：由「民
主動力」牽頭的所謂「特首推薦人計劃」昨日舉行
商討日，宣佈有47名選委決定提名胡國興，連同
胡早前已取得109個提名，他已取得156張提名
票。「民主300+」更不尊重選委意願，呼籲續撐
胡官。

近半界別「零提名」
「團結各界」得把口？

「300+」蔑視選委
夠票仲叫撐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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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先話下
周遞交提名表，突然翌日晨早call
記者話即日要交提名表係咩玩法？
曾俊華昨晨8時許突然出新聞稿，
稱上午10時交提名表，搞到記者一
仆一碌，結果他遞表時掛住面向鎂
光燈，幾乎仆低，係咪想咁算無
數？所謂「入閘脫腳」，彩頭嘅
嘢，信則有不信則無啦！文：羅旦

仆 着 入 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