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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中策改組 吸納民意
議完就要做 讓黑箱透明 盼才俊自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

文）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日前公

佈完整政綱，在多個範疇提出嶄

新建議，包括在管治方面建議全

面改組中央政策組，協調跨局、

跨部門的項目，提升公眾參與，並聘請不同界別的青年加入。她昨

日解釋，現時中策組透明度不高，市民關注的議題也涉及多個政策

局及部門，故提出將中策組改組為「行動型」、更有透明度的機

構，強調改組建議是要與民共議，吸納民間意見。

林鄭月娥昨日在報名參選前，先出席
兩個電台節目解釋政綱。對於改組

中策組，她直言出任政務司司長時，其
辦公室已有政策及項目統籌處，倘涉及
經濟範疇就會找政府經濟顧問協助，故
極少找中策組研究政策。她指現時中策
組透明度不高，市民對他們的工作欠缺
認識，故其工作性質是時候改變。

聘請二三十名年輕專才
她形容，將中策組由「討論型」變為
「行動型」、由「黑箱」變為「透明
箱」是基本上的改變，而現時市民關注
的議題都涉及多個政策局、部門，因此
需要一個專責小組統籌跨局、跨部門的
工作，並鼓勵小組與民共議，吸納民間
意見。她指出，新小組會邀請公務員加
入，也會聘請20個至30個年輕專業人
士參與政策制訂及推動。
對於建議新小組不再參與法定機構和政
府委員會的人事任命工作，林鄭解釋，自
己無聽過官員對現時中策組的做法不滿，
但政府挑選社會人士加入委員會已有機

制，「似乎不需要第三者（中策組）參與
這個工作……將來的第三者會是公眾，因
為我會提出一個自薦計劃。」

星邀請講授與民共議
她續說，在處理皇后碼頭拆遷事件

後，「與民共議」一詞經常出現在自己
的字典中，而港大公共行政碩士課程、
甚至新加坡也曾邀請她就此授課。
被問到如何確保參與諮詢者不再成為

「花瓶」，她指要視乎主持委員會的人是
否夠包容，而她在海濱事務委員會及扶貧
委員會時，也樂意容許屬下的工作小組非
由官員領導，令意見可以由下而上。
林鄭在出任政務司司長時，曾提出要

解決民生方面的「三座大山」─港鐵、
領展及強積金，而在她政綱中的強積金
取消對沖部分，提出倘取消對沖要聆聽
勞工界及商界、特別是中小企的聲音，
致力尋求共識。
對於勞工界質疑她的立場，她解釋，

已一直呼籲商界支持強積金取消對沖，
但仍要透過溝通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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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林太提名人數反映眾望所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梁悅

琴、周曉菁）林鄭月娥昨日提交的579
份提名（昨晚獲選舉主任確認為特首候
選人），無論是涉及的界別或提名數量
均遠超於其餘2名已獲確認提名有效的
候選人曾俊華、胡國興。社會各界認
為，林鄭月娥是次爭取到較全面的支
持，相信是因為她多年在政府工作，表
現出務實的作風，加上執行能力強，故
廣受各界別的支持。勝過其他要靠反對
派才能入閘的候選人。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

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昨
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林鄭月娥的
提名來自多個界別，涉獵較為全面，是
個「做實事」的人，無論說話和行為都

非常務實，加上落實和執行能力強，自
然受到不同界別選委的歡迎。至於曾俊
華、胡國興均主要靠反對派的提名「入
閘」，可謂反對派的代表，自然較難取
得選委信任，得到的支持也自然較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

會理事長蔡毅指出，從提名數量和來源
可見，社會各界均認為林鄭月娥較其他
候選人合適出任行政長官一職。林鄭月
娥是個有承擔、有能力的人，在政府工
作逾 30年，經驗豐富，熟悉政府運
作，加上其政綱亦符合現時香港的需
要，綜合各方面也較其他候選人優秀，
得到社會各界支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王惠貞認為，參選特首應爭取全面的支

持，林鄭月娥服務社會多年，其服務社
會的心清晰可見，又曾在政府多個部門
任職，熟悉政府運作，是個有承擔、落
實能力強的人，與其他候選人相比顯得
有足夠的優勢。
她坦言，林鄭月娥能夠得到不同界別的
支持和提名，正是社會各界對她的認同。
倘單靠某些派別「入閘」，將難以服眾，
就像曾俊華主要靠反對派提名「入閘」，
日後即使成功當選，在施政上也會有一定
的掣肘和包袱，令人擔心。

郭炳聯傾向支持林太
新鴻基地產執董郭基煇和馮玉麟有份

提名林太。新地主席郭炳聯昨日首度開
腔，指自己在看到林鄭月娥的政綱、經

驗及承擔能力後，與集團數名執行董事
商討後，傾向支持林太。
銀河娛樂主席呂志和與長子呂耀東、

長女呂慧瑜均提名了林太。呂志和昨日
銀河年度業績會上形容，他和各參選人
都是老朋友：曾俊華在財務方面做了好
多事；胡國興是法律界中人，自己平日
接觸較少；林鄭月娥則為人務實、實事
求是，「香港現在的環境，候選人要務
實一點，實事求是，對香港經濟環境有
幫助，所以個人就投了（她）一票」。
他強調，香港要找一個務實、實事求

是，真正為香港做事的人，「假如我哋
自己搞亂自己，就好笨，希望有個人幫
我哋分析一下……香港是塊福地，相信
香港會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7名警
務人員在「佔領」行動期間襲擊公民黨前
黨員曾健超，最後被判罪成入獄兩年，坊
間有意見認為判刑太重，有人更倡議制訂
「辱警罪」。林鄭月娥昨日指出，自己對
此感受甚深，認為如果自己當時在政改方
面處理得好些，就不會發生這件事，如果
要她公開批評警務人員，「我做唔到。」她
強調香港警察非常優秀，香港成為全球數
一數二的安全城市有賴警隊工作，如果因
為近年的衝突而影響警隊形象實屬不幸。
林鄭月娥昨日在節目中表示，當案件

有判決後，很多人都關心七警及其家人，
因為判決令他們的前途大受影響。她指自
己對案件的感受特別深，「因為我時常都
會回想，它是由『佔中』開始，『佔中』
令警務人員受到很大壓力，而『佔中』的
引發是因為一場政改討論，而我就是這場

政改討論的大旗手。有時我會想，如果我
處理得好些，沒有『佔中』，那就沒有這
件事發生。」

指支持七警家人最重要
她強調，要她公開批評警務人員「我

做唔到」，而法庭作出判決後，如果有人
認為要上訴也是正常不過，現時最重要是
支持七警的家人。
被問到倘當選會做什麼建立市民與警察

間信任，林鄭重申香港警察非常優秀，而
香港的犯罪率屢創新低，成為全球數一數
二的安全城市，這有賴警隊的工作，「所
以因為近年特別多社會行動或爭議事件，
令到部分人士因為與警察有正面衝突，而
影響警務人員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我覺
得這是很不幸的，但我覺得絕大部分市民
仍然是非常尊重及欣賞香港警隊。」

強調港警優秀 拒公開批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
特區政府換屆在即，為了解教師對
下屆特首的期望，教聯會上月向教
師進行民意調查。結果發現，39%
教師認為林鄭月娥是下屆特首的最
佳人選，主要認同她的行政經驗豐
富及具備良好管治能力，拋離了僅
29%教師支持的曾俊華。
教聯會成功訪問668名中學、小

學及幼稚園的教師。被問及出任下
屆特首的人選，有39%教師認為林
鄭月娥是最合適的人選，主要認同
她行政經驗豐富，具備良好管治能
力，過去亦有一定的政績，以及願
意投放資源於教育。在個人特質方
面，受訪者評價林鄭月娥有承擔及
責任感、處事果斷、認真務實及立
場清晰，是出任特首的最佳人選。
就下屆特首應該優先落實的教育

措施，63%認為要改善班師比例，
49%指要將合約教師納入常額編
制，逾40%認為要增加行政及非教
學人員，以及設立幼師薪級表。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現時上述4人的
政綱均不同程度回應了業界的訴求，其中林
鄭的政綱務實，較能回應教師的訴求，亦具
體承諾每年增加50億元教育經常開支。他
期望各特首參選人能廣泛聆聽教育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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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雖然經常口說要
爭取民主，但實際上卻是

不容異見。繼前日到林鄭月娥的政綱發佈
會「踢館」後，社民連等約10名搞事者昨
日再趁林太到選舉事務處報名參選時，一
早到場堵住正門，在呼喊間作出各種攻擊
抹黑，行為與「砸場」無異。至林鄭報名
完畢準備到樓下，搞事者一度承諾遞完信
就走，不會衝擊，但最終還是變成另一輪
擾攘，混亂間更有保安員跌倒。

社民連及「人民力量」等人包括吳文

遠、黃浩銘、曾健成，昨日一早已到選舉
事務處所在的海港中心門外拉着橫幅企圖
圍堵林鄭。現場雖已設立鐵馬分開入口、
示威區和記者區，但他們仍隨意走位，大
喊口號，正門基本上水洩不通。
不過，乘車到海港中心的林鄭，則循停車場

入口到選舉事務處。一眾心有不甘的示威者污
衊林太是「走後門」，一度在現場躁動，更不
知何故想從側門衝入大樓。在林太於選舉事務
處處理報名事宜的一個多小時，搞事者除了閒
聊之外，不時又推又擠想闖入大樓，令部分記

者不滿，喝斥他們「唔好逼」。

協商僅遞信 旋即又推擠
其後，以曾健成為首的數名示威者，默

默拿着橫幅走到記者堆，突然拿着揚聲器
對空氣喊起口號，聲稱「不要小圈子選
舉」，但表現不專業的曾健成卻是一邊拿
着電話談話，一邊站在其中。他們之後又
向記者展示各項示威物品，包括將林太改
圖，並配上「非洲和尚」的字眼，稱林鄭
是「黑人僧」（意指廣東話諺語「乞人
憎」）云云。
示威者曾與林鄭競選辦成員協商好，承

諾遞完信就走，不會阻林太與傳媒談話。

不過，當林太到現場時，他們即又推又
擠。雖有部分人真的離開，但也有部分人

「賴死唔走」，一邊自製混亂，一邊聲稱林
太連示威場面都控制不好云云，最終需由
其他成員爆粗把他們喝走。

社民連又搗亂 反口覆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特首
候選人胡國興前日攻擊對手林鄭月娥，
稱對方「專橫」、「蔑視民意」，會以
「百分之二百」的決心阻止她當選。林
鄭月娥昨日不點名反擊，指希望受過法
律訓練、有司法經驗的人，言行要根據
事實。
林鄭月娥昨日在電台訪問後、遞交提
名前回應胡國興言論時，希望任何人、
尤其是受過法律訓練及有司法經驗的
人，說話做事要根據事實，而不是流於
情緒上的發洩。

盼葉劉支持自己參選
她在節目中被問到倘另一特首參選人葉
劉淑儀最終未能「入閘」，會否希望對方
的支持票撥給自己時指出，自己衷心敬佩

對方，政綱非常詳細，做了大量工作，非
常勤力，「我對Regina（葉劉）非常尊
敬，如果她不幸未能『入閘』，我會第一
時間聯絡她，希望跟她、跟新民黨的朋友
再介紹我的施政理念，如果她願意的話，
希望她支持我參選。」
被問到倘當選會否羅致對方加入管治

團隊，她指言之尚早。
林鄭在另一個節目中，就被問到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被指豪裝翻新官邸一事。
她直言自己很久沒有去過財政司司長官
邸後，主持隨即稱「所以你跟財政司
（指曾俊華）關係不好吧」，她笑言
「他沒有請我吃飯」，又指自己在任時
常在政務司司長官邸宴客，「你問問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來了
幾多次，我想應該有十幾廿次。」

暗嘲胡官無理據隨口噏

市民讚林生：多謝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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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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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人 物 往 往 要
「 帶 埋 家 人 去 參
選」，競逐特首的林

鄭月娥當然也不例外。丈夫林兆波在情人
節親筆撰寫情信後，翌日即被記者追足九
條街追問信件真偽，懇求「放過我啦。」
林太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提到，自

己兩個兒子都不在港，雖然丈夫在港，但

很少「蒲頭」，「不過而家蒲咗就慘啦，
佢話變咗公眾人物。」不過，林太說丈夫
沒有向她投訴，「唔知佢係咪都幾享
受」，又指丈夫在街上不時被市民拉住，
問他是否「林鄭個老公」，他也沒有否
認，幸好大部分市民都很親切，說「多謝
你老婆，多謝你支持你老婆」。

■記者 朱朗文

特首參選人相繼入閘成
為候選人，提名數目雖然
高下立見，但要雞蛋裡挑

骨頭者，即使林鄭月娥取得的提名數目，是
其他人的三倍有多、提名的選委界別覆蓋面
最廣也好，依然可以挑剔她的「不足」，未
能「團結各界」，質疑她在此「不足」下會
施政困難。
嚴厲的標準有助精益求精，其實不是壞
事，但前提是要對每人都持相同標準。當有
些人認為林鄭579張提名票亦難以團結各界
時，就更應該質疑曾俊華、胡國興各持僅
160票和179票應如何帶領社會，而非認為
他們能入閘已是壯舉，對他們缺乏眾多建制
派的支持視而不見。
當候選人的提名票全部來自反對派或八成

來自反對派票倉，再加上反對派的心願又只
是不願讓中央得償所願時，大家應思考：他
們如何讓大家相信，這樣的候選人可獲得中
央信任，而非對他們切實面對的施政困難置
諸不理？
從另一角度看，認為缺乏反對派支持會帶

來施政困難，卻不認為缺乏建制派支持會有
問題，可能正正道出香港困局的癥結，因為
反對派只要不遂其心願，就可能盡出「不合
作運動」、拉布、衝擊的毒招邪計，建制派
則依然實事求是，在面對不合理時譴責、聯
署卻不會搞破壞。說到這裡，若大家真的擔
心施政困難，當中所失卻的信心，是因為候
選人，還是因為反對派？ ■記者 甘瑜

160提名票
難道更能團結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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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的調查發現教聯會的調查發現，，3939%%教師認為林鄭月教師認為林鄭月
娥最合適出任下屆特首娥最合適出任下屆特首。。 教聯供圖教聯供圖

■■林鄭月娥昨日在遞交提名前接受電台訪問林鄭月娥昨日在遞交提名前接受電台訪問。。

■■銀河娛樂銀河娛樂
主席呂志和主席呂志和
（（右右））與長與長
子 呂 耀 東子 呂 耀 東
（（左左））均提均提
名了林太名了林太。。
周曉菁周曉菁 攝攝

■■新地執董郭新地執董郭
基煇基煇（（左左））有有
份提名林太份提名林太，，
主 席 郭 炳 聯主 席 郭 炳 聯
（（右右））也傾向也傾向
支持林太支持林太。。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林鄭月娥報名參選特首後遇示威林鄭月娥報名參選特首後遇示威，，仍仍
淡定應對淡定應對。。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