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

文殊）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

出身基層家庭，但在父母悉

心教導下，終於坐上了特區

政府的「第二把交椅」。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港區婦聯主辦

的交流會時，借自己和亡母的親情，訴說成功背後的成長歷

程，並將「兒童與家庭」的理念融入相關政策，強調無論扶

貧、安老或助弱，特區政府在制定政策時，須恪守愛護兒

童、支援家庭、鼓勵就業和尊重受助人選擇權等理念，具體

包括邀請專家全面檢視教育制度，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善

用創新及科技為長者締造黃金晚年生活等。她並承諾，倘當

選，定會委任更多女性出任司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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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承諾司局長增巾幗
政策理念體現愛童顧家增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林鄭月娥在政綱中提出多項
建議回應青年訴求，包括在制訂政策時吸納更多青年聲音、探
討大專生借款靈活還款安排、確保本地醫科畢業生全數受聘於
公營醫療系統等。她近日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自己不求藉
此「吸like（讚好）」，只求年輕人感受到自己認真處理他們
面對的問題。
有報章昨日刊登林鄭月娥的訪問。她指出，參選期間接觸到

不少年輕選委及年輕人，聽到以往在政府內聽不到的聲音，如
在與醫學界選委會面時，就有年輕醫生要求她承諾本地畢業醫
科生可全數受聘於公營醫院。
她坦言，當時才知道醫科生擔心畢業後未能受聘，認為
社會花那麼多資源培養一個醫生，不可能讓他失業，「佢
話你夠唔夠膽承諾……我梗係夠膽承諾啦，呢啲係理所當
然嘅事。」

探討學生靈活還款安排
對於探討學生借款靈活還款安排，她表示以往在政府討論有

關問題時，用的是平均數、中位數計算，覺得還款額很低，但
到參選後有年輕人為她計數，才發現不少畢業生的還款額可能
達到薪金一成或以上，需要處理他們的困難。
林鄭又解釋，她在政綱中提倡青年議政、論政、參政，並非

只是「風花雪月」，如改組中央政策組後增聘青年，她會不時
約見他們，了解工作進度並鼓勵他們發揮創意。
針對青年置業難的問題，她提出「港人首置上車盤」，建
構新的置業階梯。她坦言，如果要維護自由經濟，不能不准
外來資金來港買樓，唯一方法是保障港人置業機會或住屋權
利，而房屋不止是經濟產物，也涉及民生，「若奶粉要干
預，房屋更要。」
林鄭在訪問中直言，不寄望年輕人因此突然很擁戴她、「不

期望他們突然給好多likes我」，但希望他們感受到她認真處理
他們面對的問題。

解決青年問題不求讚

22 1177
�:4)�:4)

林鄭競選辦的資深顧問、瑞安集團董
事長羅康瑞表示，之前在與林鄭外訪期
間，她對香港的認識、感情及敢擔當的
態度令外國朋友印象深刻，相信她倘當
選能與外國開展更深入的合作關係，為
香港帶來發展機會。競選辦政策顧問、
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林筱魯憶述，當時
尚餘兩周就離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仍
為保育前政府總部西翼而努力，反映她
做事有決心、有魄力。

領導人需要想做事敢做事
林鄭月娥的競選網站昨日上載羅康

瑞和林筱魯的短片。羅康瑞在片段中
表示，香港社會正面臨深層次矛盾，
社會撕毀、經濟發展放慢，需要一個
想做事、敢做事的領袖，而非只懂粉
飾太平、表面安寧的領導人。
他指出，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EPA）於 2003年簽署，為專業
界、金融界開拓很多機會，「但很可

惜我們過去10多年沒有充分利用這一
個機會和條件，Carrie 她也跟我講
過，她很希望這方面能夠更大力去推
動，讓我們香港年輕一代將來有更多
空間給他們去發揮。」
他續說，「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涉

及65個國家及地區、44億人口，很
多地方都剛剛開始發展，就像內地30
年前改革開放剛起步的時候，帶給香
港很多機會，希望年輕一代能夠抓緊

機會，「去年我們和Carrie一起去了
歐洲、英國、德國訪問，Carrie對香
港的認識、對香港的感情，以及她敢
擔當的態度，給外國朋友一個很深刻
的印象。我相信Carrie將來如果當了
我們的特首，能夠開展我們和外國更
深入的合作互利關係。」

「重建轉保育」見魄力判斷
林筱魯在片段中指，公眾對於歷史

建築保育的價值觀差異可以很大，如
在保育前政府總部西翼一事上，政府
當時認為西翼保育價值相對不高，應
該要重建成寫字樓，但坊間有很多意
見甚至抗爭，「我記得Carrie還有兩
星期就要離開發展局局長的職位，正
常情況下一般人都覺得應交由下任處
理，但她卻不然，她在這兩星期還堅
持將原有重建計劃擱置，轉為一個保
育計劃。由一個重建方案變回保育方
案，真的需要相當大的決心和魄力，
以及適當的判斷力才做得到。」
他嘆道，如果硬要分為「支持發

展」和「支持保育」兩邊，大家都在
角力、拉扯，會令整個城市無法進一
步改善環境，「但我自己不相信這回
事，我絕對相信發展和保育可以並
行，這需要一個能夠破局的人，去推
動這方面的發展，真的要有相當政
績、魄力、堅持的領導人才可以推動
到。」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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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質疑特首
候選人林鄭月娥
在處理金融財經

議題上的經驗相對較少，林鄭月娥
昨日回應，自己有「三大靠山」，
包括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金融發
展局主席查史美倫及亞洲金融集團
總裁陳智思，令她無論是銀行、證
券和保險，都有顧問出謀獻策。
有反對派媒體早前不斷「放

風」，稱林鄭月娥不熟經濟，經驗

少。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港區婦聯
代表聯誼會交流期間反駁有關批
評。她指出，自己雖然不熟悉金
融，但有「三大靠山」，包括任志
剛、查史美倫和陳智思，令她無論
銀行、證券還是保險的三大金融範
疇都有「大靠山」，都有相關代表
為香港出謀獻策。
這「三大靠山」一直各領風騷。

任志剛在金管局掌舵長達十六年，
曾協助推行及捍衛聯繫匯率，在金
融風暴期間擊退大鱷炒家、推出
「任五招」等，鞏固香港金融體
系，被外界冠以「任總」的稱呼，

連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格林斯潘
都大讚任為效率最高的央行行長之
一，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稱讚任
在兩地人民幣業務發展以及金融合
作問題上早有先見之明。
查史美倫從事證券業多年，歷任

香港證監和中國證監的要職，十四
年的金融監管生涯，使她對金融監
管有獨特的見解，有金融界「鐵娘
子」之稱。
陳智思過去在商業上取得理想成

績，並為幾家本地及海外的金融機
構、公共事業、製造業公司擔任董
事。 ■記者方文殊

■■林鄭月娥在婦聯交流會上承諾林鄭月娥在婦聯交流會上承諾，，倘當選倘當選，，定定
會委任更多女性出任司局長會委任更多女性出任司局長。。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林鄭月娥在與婦聯交流期間指出，她在金
融業上有「三大靠山」。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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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22張選委票的港區婦聯代表
聯誼會昨日舉行候選人交流

會，多達三百多人出席，包括十多名
選委，全場座無虛席。該會分別與曾
俊華及林鄭月娥進行閉門會面。曾俊
華的一場全程閉門，林鄭月娥的一場
則開放予傳媒報道首部分介紹政綱的
環節。其間，該會主席林貝聿嘉向林
鄭月娥送上「競選成功」的祝賀牌。

感慨女欲養而母不在
林鄭月娥席間感性地分享了自己與
已故母親的親情。她哽咽地形容，亡
母為她最尊敬的女性。雖然母親未有
受過教育，但深諳教育對子女的重要
性，「知道自己這個女兒幾讀到
書」，故早在林鄭月娥六七歲左右，
已毅然為她報讀英文小學，更陪伴她
考入學試，考上時更獎勵了一碗熱騰
騰的雲吞麵，「當年一碗雲吞麵已經

是相當不錯。」
經歷種種，林鄭月娥體驗到「樹欲
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的教
訓。她聲音抖顫着，承認自己過去工
作太忙，陪伴母親的時間少之又少。
在母親撒手人寰前數年，幾乎每當她
因病入院，自己才真正有時間陪伴母
親，成為她愧對母親的最大歉疚，更
趁機呼籲出席者要多關心家人。

設立兒童事務委員會
昔日種種，林鄭月娥體會到教育、

安老等方面的重要。因此，她在政綱
中新增了「愛護兒童、支援家庭」理
念，歸納到相關政策，無論扶貧、安
老還是助弱方面，須恪守愛護兒童、
支援家庭、鼓勵就業和尊重受助人選
擇權等理念，包括考慮在政府內成立
兒童事務委員會，匯聚相關政策局、
部門和長期關心兒童權益的團體，聚

焦處理兒童成長中面對的問題。
她續說，香港教育政策近年在理念

及執行上都出現問題，政府會全面檢
視教育制度，並邀請教育專家，包括
了解前線教學人員情況的專業人士參
與檢討，確保教育政策制訂由專業領
航。針對香港主流學校擁有特殊學習
困難學生的比例持續上升，她建議加
強對學習困難學生的支援，包括檢討
融合教育的成效，及考慮把現時由
「關愛基金」資助的「特殊教育需要
統籌主任試驗計劃」常規化。

安老可發展銀髮市場
在安老方面，林鄭月娥強調，長者
為今日香港的繁榮作出過重大貢獻，
人口老齡化不應被視為威脅公共財政
的問題，而是社會應如何更有效服務
長者的動力，和促成銀髮市場發展的
契機。她建議當局要繼續投入資源，

善用創新及科技，為長者締造黃金晚
年生活。
婦女團體其後與林鄭月娥閉門會議

期間，建議增加女性司局長官員比
例。林鄭月娥承認辭任政務司司長
後，已經再沒有在任女性司局級官
員，她向婦女團體承諾，一旦當選會
盡最大努力，讓更多女性出任下屆政
府司局長。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副會長王惠貞

在會後表示，她特別認同林鄭月娥有
關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的建議，加上
青年、提升婦女架構的部分，將會對
香港未來發展很有幫助。雖然該會的
22票來自四大不同界別，難作綑綁式
投票，但她個人希望由女性出任特
首，會內的聲音亦認為如林鄭月娥當
選會感到非常興奮及支持，但他們仍
需全面檢視各候選人論壇答辯內容和
政綱後再作決定。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柯
創盛表示，他對林鄭月娥政綱中的房屋政策最印象
深刻，包括倡議推出港人首次置業上車盤、新增居
屋出租試驗計劃、加推「綠置居」等，均相當實質
和貼地。
柯創盛表示，林鄭月娥在向民建聯介紹政綱時，顯示

她比其他候選人更有承擔和決心，「好似曾俊華和胡國
興，他們的房屋政綱不太確實。」現屆特區政府在九龍
東興建東九文化中心，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更願
意放下身段，落區聽取區議員意見，令他留下深刻印
象，「林太給我的印象是好有執行力，相信她可以帶領
香港繼續發展得更好。」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林鄭月娥的政綱較為全面，

在房屋、醫療、政改、二十三條立法方面與經民聯意見
接近，並認為她可團結港人及得到中央支持，從其助選
團隊可見其支持度，因此向她投下信心一票。
他指出，林鄭月娥的政綱以房屋政策和處理政改兩方面

尤為突出，例如她提出多元開發土地、解決住屋，以助年
輕人置業，做法務實；她亦了解需要社會和諧、務實和理
性討論，才能進一步推動政制發展，否則只會帶來爭議。
盧偉國又讚揚林鄭月娥過去在政府工作時勇於承擔，

面對問題迎難而上，包括在處理政改時，身為政改三人
組之首，她在爭議之中仍發揮領導能力，帶領社會討論
政改話題，雖然最終未能獲立法會通過，但民調對她評
價仍不錯。任發展局局長時，林鄭與工程界緊密溝通，
令他甚為欣賞，「當時工程界是發展的主要阻力，但她
好肯聽業界意見。」 ■記者 文森

「三靠山」獻策金融大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聯會昨日與特首
選舉候選人林鄭月娥會面。他們向林鄭月娥提交
了由該會與前線教育工作者共同撰寫的《教育界
對新任特首的期望》意見書。該會引述，林鄭月
娥在會面中闡釋了她的施政理念和對教育的看
法，而其政綱提出新增的50億元教育經常開支，
尚需要聽取各方意見才能敲定細節和先後緩急，
但林鄭月娥已承諾，如當選未來會把教育放在施
政的重要位置。
教聯會在會面中並強調，教育界十分關注教育局

局長人選，希望政府能夠委任有教育理念、認識教
育的人擔此重任，確保日後制定教育政策時，能以
專業領航。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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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的黃錦良（左）、黃均瑜（右）向林鄭月
娥（中）遞交《教育界對新任特首的期望》意見
書。 教聯會供圖

■羅康瑞盛讚林鄭對香港的認識、感情及敢擔當的態度。 林辦片段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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