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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綱講得出 林鄭做得到
任公僕多年做過多個崗位 自信執行能力勝兩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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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
前晚出席首場行政長官選舉的同台辯論，昨日就在
拍片上載facebook講自己的感受。她表示，雖然只
有她和另一位候選人出席，但仍覺得非常有意義，
因為一方面可以讓她詳細解釋其施政理念和政策，
另一方面回答尖銳的問題，「操fit」一下自己。
林鄭月娥強調，希望自己的政綱是一份「可以落

實的」政綱，因此自己很認真地去提供數據，讓在
場的參與者和收看電視轉播的市民，了解其想法，
「之後還有三個星期，我會爭取出席更多同台辯論
的機會，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談到近日出席公開場合都碰上一些示威行動，林

鄭月娥表示，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自己以前也習
慣不同朋友的請願行動，「我想重申，我好願意與
每一位和我意見不同、或者對行政長官有訴求的朋
友會面、交流，接收各位的請願信。不過，最重要
是保持秩序。我很擔心，有時碰撞會令到出席的人
士，不單止我本人，更可能令示威人士受到損傷。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以平和的心，保持秩序。」她
並承諾，若能保持秩序，自己也一定會去接信。

冀用5年建設更美好香港
林鄭月娥在片末再講到自己的願景，表示希望用

未來5年，建設一個更美好的香港，「如果我當選
下任行政長官，首要任務是團結社會，透過關心、
聆聽、行動，與大家同行，開拓我們的經濟，改善
民生，推動民主發展，亦希望年輕人重燃希望。」
針對近期社會關注的學生自殺問題，林鄭月娥強

調，小朋友是香港的未來，自己關心小朋友的成
長，會透過新成立的「兒童事務委員會」，聚焦處
理兒童在成長過程面對的問題，「希望為我們的孩
子提供一個愉快的成長環境。」

首場候選人辯論
「好打得」自言操fit下

網絡發達、資
訊氾濫，想斷章
取義屈人有時好

易，但有時都相當困難。「香港眾志」副
秘書長周庭，前晚在選舉論壇後追擊各候
選人。她在自己fb發帖，話自己追問候
選人林鄭月娥會否承諾當選後不會DQ民
選議員喎，對方就「黑面」，只係叫佢唔
好咁偏激咁話喎，好似完全冇答過。不
過，現場有記者嗰喎周庭小妹妹。報章報
道話林太當時一直面帶微笑，仲答咗「特
首唔能夠凌駕法律」、「特首要依法辦
事」，咁到底係周庭斷章取義來抹黑，定
係現場記者講大話先？
周庭前晚在fb以《我問林鄭會唔會承
諾唔DQ議員，佢答：小妹妹唔好咁偏
激》，文中稱「眾志」一班人當時在
「民主思路」選舉論壇場外「追擊林
鄭」，「我哋幾經辛苦行到佢面前，我
問佢會唔會承諾當選後唔DQ民選議員，
佢黑哂（晒）面咁答：小妹妹，唔好咁
偏激啦，你媽媽會好擔心你㗎。……林
鄭話我偏激，拒絕承諾唔再DQ，證明林
鄭淨係識躲喺『中共操控』嘅小圈子選
舉入面，連咩係民主唔知。」
不過，講大話係唔啱（㗎）。親反對
派報章《蘋果日報》報道此一場面係點
寫？雖然該報做咗「標題黨」，標題係
「林鄭拒答問題反教訓周庭」，但內文
就寫「林太在周庭提問時一直微
笑，……周庭問她，如她當選會否承諾

不作司法覆核取消民選議員的資格，林
太稱，『唔好咁偏激，小妹妹，你媽媽
好擔心你呀』……」

斷章取義林太多句話「被消失」
周庭話黑面，記者話微笑喎。睇到呢
度，林太個回應好似真係周庭篇帖文咁
講，淨係講咗「唔好咁偏激喎」，但報
道仲有下文，就係林太當時講咗，「香
港是法治社會，現時事件由法庭處理
中，」並強調「『特首唔會凌駕法律，
特首都依法辦事架（㗎）妹妹』。」
咦，點解多咗咁多句嘅？周庭小妹妹
撞聾？定係《蘋果》記者作故仔？「眾
志」fb在發帖中也都只引述了「小妹
妹，你媽媽好擔心你啊！」這一句，似
乎唔係疏忽而係特登嗰喎。原來，當晚
「眾志」一夥人也追問了另一候選人胡
國興，但對方只稱「案件進入司法程序
不便評論」，講多兩句都係冇答仲掉頭
走咗去口添。其實，唔滿意人哋個答案，
可以話唔滿意，答得唔具體，但如果成
篇帖文都寫到人哋好似完全冇答過咁，
就似乎係存心誤導囉。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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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特朗普參
選美國總統以
來，經常信口開

河，令「Fact Check」成為熱門的關鍵
字，想不到這股「風潮」也開始吹來香
港。在前晚特首選舉論壇上，候選人胡
國興被質疑無管治經驗時，他就以加拿
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來自
比，卻被踢爆「知少少，扮代表」，因
為杜魯多之父乃加拿大前總理，其被積
極栽培從政，更當過七、八年國會議
員，絕非胡官口中的「素人」也。
在「民主思路」前晚舉行的特首選舉
論壇上，胡國興被另一候選人林鄭月娥
質疑他在管治方面缺乏經驗，其政綱也
沒有提出改善管治架構的建議。胡國興
回應稱，「我跟你說一個故事。有一位
教語文的先生，拍過戲，做過bartender
（酒保），教過別人滑雪，管理經驗是

零。他現在正管理全世界面積第二大的
國家，他就是Justin Trudeau（加拿大自
由黨黨魁）。」

大嚿：證明胡官唔識政治
有部分胡粉就在 fb大讚胡官回應得

好，「秒殺」林鄭月娥云云。「人民力
量」成員歐陽英傑就在fb引文，更稱之
為「是日好句」。不過，「人力」的前
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即時留言回應，「最
重要的是他（杜魯多）爸爸是 Pierre
Trudeau ! 證明胡官唔識政治！……不要
對胡官太多幻想。」
網民「Swana Luk」也說：「講呢D

（啲）說話既（嘅）人，對加國政治毫
不認識，Pierre Trudeau做左（咗）11
（15）年總理， Justin細細個就跟老豆
（竇）出出入入，父親亦說3個仔之中
Justin對政治有興趣，自少（小）就有訓

練。」
網民「Doris Chan」則說：「Justin
Trudeau 當總理前已受栽培多年，自小在
父親身邊耳濡目染。你胡官卻突然間從
石頭爆出來的。」「嚴敏華」則稱，
「人地（哋）靚仔有型又家學淵源，你
個叔父咁嘅死樣又唔識經濟，居然敢同
左膠總理比肩，真係不知羞恥！」
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也以《不少人

讚，但唱下（吓）反調》為題發帖，
「Justin Trudeau 不是一個好例子吧？一
嚟佢老豆（竇）係前首相（總理），二
嚟佢除咗教書、做 bartender、教人滑
雪，佢都做咗七、八年國會議員 in oppo-
sition。嚴格而言，國會議員都唔算係管
治經驗既（嘅），但同佢QUOTE出嚟
嗰幾個工作比較呢啲都係好重要既
（嘅）政黨政治歷練呀……」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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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多非「素人」 胡官被踢爆亂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朗文）香港保險業聯會昨日

舉辦特首候選人論壇，3名

候選人中只有林鄭月娥及胡

國興出席，曾俊華依然無

影。林鄭認為，相比兩個對

手，自己的執行能力較強，

並指政綱可以寫得天花龍

鳳，最重要是執行得到。她

又擔心，外國企業在港的區

域總部和區域辦事處數目不

斷下跌，特區政府需要嚴肅

處理，吸引它們回流。

解釋理財新哲學「做大個餅」防逆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特首候
選人林鄭月娥提出理財新哲學，強調公
帑要應使則使，與民共享經濟發展成
果。她昨日解釋，這並非要帶來翻天覆
地的變化，只是過去社會被人嚇怕，覺
得儲備要越多越好以應付結構性財赤。
她強調，如果要防範經濟逆轉引發的危
機，就要在經濟方面「做大個餅」。
林鄭月娥昨日接受電台訪問，解釋其

理財新哲學。她指這並非全新的概念，
雖與過去10年的政策有分別，但與回歸
前的財政司想法很接近，也不是要帶來
翻天覆地的變化。

指過去10年政府理財太保守
她解釋，近年政府盈餘接近無止境地
累積，自2003至2004年度後，每年都
留下大幅盈餘，如果社會樣樣都妥當，

市民沒有醫療、衛生、教育及福利等訴
求就沒有問題，但現實並非如此，如果
政府沿用過去10年的理財方法，似乎
過於保守，政府有能力採取較進取的措
施。
另一候選人曾俊華在任財政司司長期

間，曾稱香港面對人口老齡化，即使
「年年有餘」，也會在未來出現結構性
財赤。林鄭認為過去社會被這種說法嚇

怕，以為再過多數年，現時的9,000多億
元儲備會很快花光，故覺得儲備要越多
越好，但現實未必如此，如本年度經修
訂的公共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
（GDP）20.1%。
她續說，如果要防範經濟逆轉或經濟
風險，正正就要在經濟方面「做大個
餅」，使公共開支即使保持增長，都不
會佔GDP太大部分。

■■林鄭月娥在短片中表示，希望用未來5年建設一
個更美好的香港。 fb截圖

■■周庭涉嫌抹黑的帖子。■■「香港眾志」的帖子。

■■羅健熙發帖表示杜魯多不
是一個好例子。

■■陳偉業留言指胡官「唔識政治」！

■■胡國興的言論被轉載。

■■林鄭月娥出席香港保險林鄭月娥出席香港保險
業聯會舉辦的特首候選人業聯會舉辦的特首候選人
論壇論壇。。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林鄭月娥認為
香港擁天時地
利，但「人和暫
時欠咗啲」。

劉國權 攝

繼前晚「民主思路」論壇後，昨日的
保險界論壇繼續只有林鄭月娥及胡

國興出席。兩人先後向過百名業界人
士，包括13名選委講述政綱及理念。
在談到自己的政綱與對手有何不同
時，林鄭月娥直言，政綱可以寫得天花
龍鳳，自己不想特別比較，「但係大家
都應該認識我，我長期喺政府工作，執
行能力相對比較強，所以呢個或許係我
同其他候選人唔同嘅地方。」
她在論壇後補充，每個人都可以寫出
令人欣慰的政綱，但最重要是執行能
力，自己在政府36年間，做過20多個不
同崗位，擔任了兩屆政治問責官員，離
職前是政務司司長，「當然係有一定嘅
執行能力啦。」

被問到自己曾作為特區政府「第二把
手」，需否為社會撕裂負責時，她強
調，政府是一個團隊，自己是特別有團
隊精神的官員，如果有人認為現屆政府
有做得不好之處，自己當然有部分責
任，又承認如果認為社會撕裂與政改有
關，主導政改的她是有責任的，但強調
團隊已盡最大努力，相信政改被否決與
部分人不肯作任何妥協有關。

外企駐港辦續跌 冀吸回流
林鄭又提到業界面對的問題，指香港
可以為內地企業提供融資、集資、投資
及保險等服務，而外國企業可透過香港
進入內地市場，但近期就有一間大型保
險公司離開香港，形容情況只是冰山一

角。她指出，外國企業的駐港公司現有
8,000多間，每年輕微增加，大家或會自
我感覺良好，但區域總部和區域辦事處
的數目連續數年下跌，危機迫在眉睫，
特區政府需要嚴肅處理，檢視如何吸引
外國企業在香港重設總部。

港擁天時地利 「人和暫欠」
對於香港的天時、地利、人和，她認為

香港在首兩方面都不錯，尤其在「一國兩
制」下，隨着國家改革開放及「一帶一
路」戰略去發展，而環球政局不穩也為相
對穩定、治安良好的香港帶來機遇，但
「人和暫時欠咗啲」，希望新一屆政府能
匯集更多有志服務香港的人，令政府與立
法會、甚至整個社會都更加團結。

胡國興則稱，香港需要穩定繁榮，因
此需要修補社會撕裂，並重提其「置諸
死地而後生」的修補方法──在目前撕
裂得不能再撕裂的社會氣氛下重啟政
改。他又大拋書包，稱參選是受到《論
語》中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啟發，自己雖已達70歲高齡，但仍會
「奮不顧身」為香港做事。

薯片寧看拳手訓練 拒去論壇
保險業聯會主席伍榮發指出，該會有
邀請曾俊華出席論壇，但對方婉拒，對
此感到惋惜，「佢有自己嘅安排，我哋
都無辦法勉強佢嘅。」曾俊華昨日下午
的安排，原來是觀看拳手曹星如的訓
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