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捍衛新聞自由 林鄭重第四權
出席記招最多 盼增政府透明助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特首候

選人林鄭月娥、曾俊華與胡國興昨日先

後出席由香港記者協會舉辦的候選人座

談會，其中新聞自由，以至衍生的政府

透明度問題，都是與會者關注的焦點。

在這方面，林鄭月娥着墨最多，強調新

聞自由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一個重

要元素。過去4年半擔任特區政府政務

司司長時，她一直秉持配合新聞採訪的

原則，並相信自己是出席最多記者會的

主要官員之一，從不迴避見傳媒。她承

諾若當選行政長官會加強透明度，讓市

民能更掌握政府的工作。

是次座談會並無安排3名候選人同場辯
論，據悉是因為有候選人不願意，

最終3人「前後腳」出席。
林鄭月娥在開場白中表示，她的政綱提及
了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是香港很重要的核心
價值，而新聞自由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
一個重要元素，不少國際通訊社、海外廣播
公司都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言論自由及新
聞自由都是受到基本法保障。」

公務經驗豐 信建制內「做到事」
她相信，前線記者都有一份希望能令香
港更公義的熱誠，這也是她逾36年前加入
政府的原因，「我在大學時代亦是社會活
躍分子，曾跟隨葉錫恩為小販艇戶爭權
益。」多年在政府工作的經驗，令她相信

在建制內亦可「做到事」，同時應該聽取
前線專業意見及保持溝通。
林鄭月娥強調，自己任政務司司長時，

從不迴避見傳媒，亦甚少或未曾以「消息
人士」的身份發放作為政務司司長想發放
的消息，一直公開面對傳媒的質詢與提
問。她承諾若當選行政長官會加強透明
度，讓市民能更掌握政府的行為，並希望
傳媒能繼續發揮作為社會「第四權」的角
色。
記協前主席麥燕庭在提問時稱，在場有

傳媒曾出席過她任發展局局長時的「吹風
會」，更稱她當時解釋吹風會的存在是因
為「有官員好新，對咁多鏡頭講嘢好
驚。」林鄭月娥強調，她任發展局局長期
間「透明到唔透明」，記憶中並無舉辦過

「吹風會」。
她補充，自己絕不是一名「對傳媒好」

的官員，因為她不會閒時與前線記者吃
飯，或打電話給他們「放料」，但她主持
的記者會一定以中英雙語提供最充分的資
料及數據，「吹風會」及「消息人士」等
均不是她的做法。

嚴詞駁李慧玲 拒抹黑官員
此前在《蘋果日報》專欄中發佈「驗指
紋」等流言的李慧玲，聲稱現屆特區政府
「做了很多傷害新聞自由的事」，問林鄭
月娥任政務司司長時是否「袖手旁觀」，
還是「爭取不到」。林鄭月娥義正詞嚴地
回應說：「你慣常想知道政府內部的事，
選舉是選舉，但我不會在此抹黑官員！」

林鄭月娥在總結發言時強調，她十分關
心傳媒行業內的年輕人，許多選委都有前
線專業人士，惟新聞工作者卻無選委界
別，希望記協能安排她與前線從業員及年
輕傳媒人交流。
另一參選人曾俊華則表示，保護核心價
值是政府當仁不讓的責任，包括言論、新
聞及出版自由，「一個有新聞自由的社
會，可幫助下情上達，將不公平、不公義
的事撥亂反正。」傳媒是第四權，在監察
的同時，更有助社會了解複雜問題，故新
聞界應享有編輯自主。
胡國興則稱，因為記者的努力，令市民

知道屋邨食水含鉛等事件，得以集體監察
政府。在公眾「對管治失信心」的當下，
新聞自由更加重要。

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連
日來每逢出席公開活動，

均遭激進團體以請願為名衝擊。昨日，林
鄭月娥和另外兩名候選人曾俊華和胡國興
出席記協論壇，「狙擊團」30餘人又早早
到場聚集。林鄭月娥在接收示威者的請願
信時，有理有據地應對責難，令示威者無
話可說。曾俊華則迴避問題，更拒絕接收
請願信，一度引起示威者鼓噪，其競選辦
不得不派人代收。
昨晨9時許，「人民力量」、社民連、

「香港眾志」等組成的「狙擊團」，聯同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特殊學習權
益協會」等代表約30餘人聚集在論壇的場
地外高呼口號。梁國雄、曾健成則現場策
劃「狙擊」。警方出動大批「藍帽子」軍
裝和便衣警員，排成兩道人牆嚴密包圍，
令示威者無隙可乘。
10時40分，林鄭月娥競選辦副主任、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勇等到場戒備，被「人

民力量」成員以不堪入耳言詞辱罵。陳勇
等如聞狗吠笑而不答。在得悉林鄭月娥將
到場接請願信，曾健成更暗囑其身邊年輕
女示威者，屆時要「捉住佢隻手，等佢無
得甩身」。

遇詐遭強握 微笑親接信
11時10分，林鄭月娥到場接請願信，笑

對示威者，更不虞有詐與女示威者握手，
隨即被緊緊握住無法放手。林鄭月娥得知
「中招」後仍保持笑容。有示威者即質疑
道，「如果你當選，能否制定由下而上的
青年政策？」林鄭月娥明確回應：「我當
然支持！我的政綱提到為青年人提供議
政、論政和參政的機會，歡迎條件合適的
青年人加入政府。」
她被追問如何援助基層，林鄭強調：

「我擔任扶貧委員會主席時福利開支增加
70%。」示威者追問：「哪為何貧富懸殊
越來越嚴重？」她則強調：「所以我們要

繼續努力。」由於林鄭月娥要接收請願
信，女示威者最終不得不放手。
至於另外兩名候選人，曾俊華於10時20分

到場接請願信時，示威者高呼口號：「薯片
守財奴，如何幫基層！」「我要標準工時！
我要全民退保！」他們質問對方會否取消律
政司對「瀆誓議員」的起訴時，曾俊華回應
會依循香港法律處理。
被問到扶貧工作時，曾俊華只着對方留意

他的政綱。示威者不滿「答咗等於無答」，
怒呼：「迴避問題可恥！」曾俊華即轉身離
去。示威者不滿曾俊華拒接請願信一度鼓
噪，其競選辦稍後派人代接請願信。

胡國興則於9時40分到場接收請願信。
被問對標準工時的取態時，他稱可將部分行
業標準工時訂在48小時至50小時之間。被問
到如果當選，會否爭取取消律政司入稟覆核議
員身份，胡國興只稱技術上有困難。在胡國興
離去後，示威者譏笑胡國興之前自稱「八成
機會當選」是「傻上腦」。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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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親自接收請願信。 殷翔 攝

■曾俊華僅派代表接收請願信。殷翔 攝

■朱福強批評曾俊華前言不對後語。
梁祖彝 攝

曾俊華任財政司司長時
經常發表網誌，但在昨日
座談會上就被質疑他在任

時有如「鍵盤戰士」，選擇在網誌單向發佈
訊息，例如有關香港將出現結構性赤字等重
要訊息，卻不開記者會解釋，做法欠妥。
曾俊華回應稱，寫網誌的好處是可以將個

人看法「全套一齊講出嚟畀大家知道」，又
辯稱談到財赤的網誌，是在回應學者及專業
人員就政府長遠財政提交的報告，「我只係
補充我嗰句。」
他自稱經常會見傳媒，例如把握外訪時在

機場見記者。

辯稱選時「周周見」
主持人則質疑他宣佈參選前少有接受傳媒

專訪，更多的是在網誌發言。他就牛頭不搭
馬嘴地稱，自己在競選期間每星期都見記者
和接受訪問。最後，他不得不補鑊稱，一旦
當選，「一個月一次記者會都OK嘅。」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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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做「鍵盤戰士」
單向發佈訊息林鄭KO「狙擊團」鬍鬚hea答拒收信

在3名特首
候選人中，林
鄭月娥及胡國

興在政綱中均提到要制定《檔案
法》，曾俊華的政綱則無隻字提
到有關問題。在昨日座談會上，
曾俊華被主持人問到為何其政綱
並無有關《檔案法》的部分時，
竟反屈對方：「我有寫過，你留
心啲啦。」其後，有現場觀眾追
問其政綱根本無提及《檔案
法》，他才「如夢初醒」，稱其
政綱「寫唔得晒要做嘅事情」云
云。
記協昨日要求3名候選人簽署

《新聞自由約章》，落實訂立檔
案法以保障公眾知情權，3人都
有簽署。

政綱不提 強辯「寫唔晒」
會上，當主持人問及曾俊華會

否為《資訊自由法》及《檔案
法》立法時，曾回應稱，自己一
向崇尚政府應有很高透明度，會
待法改會有具體內容後，再諮詢
市民，然後開始立法工作。主持
人再追問他為何在政綱不寫清
楚，曾俊華回應說：「我有寫
過，你留心啲啦。」

事隔半小時，有與會者指另外
兩名候選人的政綱均列明跟進
《檔案法》，但其政綱並無提
及，曾俊華才知是自己出錯並解
釋：「嗰個會係我嘅承諾，我會
去做……本來我政綱差唔多200

頁，而家都 75 頁，寫唔得晒要做嘅事
情。」

前檔案處處長斥前言不對後語
出席座談會的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批評曾

俊華前言不對後語。他稱，曾俊華自己在選
舉工程中強調「互信」，而《檔案法》正是
政府與市民的互信基礎，讓市民享有知情
權，並對曾俊華無將《檔案法》列入政綱表
示遺憾。曾俊華則回應稱待做好研究，有具
體內容後就立法諮詢工作。
朱福強其後問林鄭，指目前政府對檔案處

的「行政安排」失敗，加上沒有法律的支
援，「根本做唔到嘢。」
他希望林鄭一旦當選應即時訂立《檔案

法》，向市民顯示政府是想建立互信，讓市
民有知情權，監察政府。
林鄭月娥回應時坦言，政府檔案處屬於政

務司司長管轄的架構內，自己現屆任內4年
半一直支持檔案處工作，提供足夠人手，加
強用行政方法管理政府檔案。目前，法律改
革委員會正進行相關研究工作，她要尊重法
改會，其後會在任內盡最大努力落實。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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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電視發牌 曾俊華應管又唔提

■林鄭月娥承諾若當選行政長
官，會加強透明度，讓市民能
更掌握政府的工作。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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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九倉日前
宣佈有線寬頻賣盤失敗，並決定不再額外
提供財務支持，更考慮終止有線寬頻收費
電視業務，令人引發在現行廣播政策下傳
媒行業前景的擔憂。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
昨日在記協座談會上，被問及對事件及發
牌制度的看法時表示，廣播政策屬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的範疇，直屬財政司司長管
轄，而現屆特區政府「好的政策應該延
續，但（我）從來無話過呢個（廣播政
策）是好政策」。

廣播歸財政司 「無話過是好政策」
在座談會首先上場的候選人胡國興，被
主持人問及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九倉欲撤資
有線寛頻一事。胡國興只稱「做生意好難
講」，只能希望有有心人出資收購，「我
只可以咁講啦，因為我唔係白武士，又無
錢。」被主持人追問應如何改善發牌制度
時，他僅稱「希望可以做到啲嘢出來，我

會研究呢方面」，其後更執主持人「口水
尾」說：「例如改善發牌制度。」原來答
案等於問題？
另一候選人曾俊華其後上場，但在約半

小時的答問環節並無被人問及廣播政策的
相關問題。在開場及總結發言時，他也沒
有提過有關問題。
最後上場的林鄭月娥，被主持人問到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要求她評價當年政府決定
發牌予屬於九倉的奇妙電視，卻不發牌予
港視一事。林鄭月娥在回應時強調，她很
難去洩露政府機密，但認為廣播政策應寛
鬆、多元化，若有人願意投資而沒有違規
違法，政府應扮演促成者的角色。
她直指，廣播政策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的範疇，直屬財政司司長管轄，「我唔知
道喺剛才嗰節大家有無機會可以……因為
在唔洩露政府機密的大前提下，可以分享
作為主導某政策的主要官員如何看相關問
題？或者在過程上，大家有無記得主導或

主事的官員曾經公開表示過本來屬於其範
疇的睇法係點？」主持人隨即追問林鄭月
娥可否提示一下，因對上一節「時間緊
迫」未有問及。林鄭月娥笑說：「好似就
係無囉。」
林鄭月娥重申，不能透露行政會議有關

討論發牌制度的事宜，「我唔想重複上一
次選舉，大家記憶猶新嗰啲說話。」
有與會者再提及港視不獲發牌一事，問

政府處理電視發牌時會否重視民意，林鄭
表示，原則上是要維持寛鬆環境，但她從
來不是負責廣播政策的官員，故具體上沒
有更多可以分享。
她強調，廣播政策應寛鬆，但審批過程

要依足規矩，指自己過去擔任城規會主席
時了解到，外界常批評處理時間太長，但
其實往往是申請者資料不齊等問題導致。

讚央視頻道高質
在回應港台工會代表提問時，林鄭月娥盛

讚港台電視33台轉播的央視紀錄片英文頻道
高質，質素高，但有一個台就因資源不足而
「不斷出硬照」，予人感覺落後，另一個台
則不斷揀選一些官員「蝦碌」的片段重播。
她笑說，「可以講返官員精警嘅，譬如『官
到無求膽自大』，不斷同我播吓。」
林鄭月娥強調，公營廣播政策應可做大做
強，港台有公營廣播的功能使命，政府要尊
重其編輯自主，「只要符合約章，邊個做特
首都要尊重港台。」她希望日後有條件「出
口我們的服務，走出去」，並承諾如成功當
選，會向港台領導層了解問題所在。
被問及興建港台新廣播大樓一事一拖再

拖，林鄭月娥指出，特區政府已向立法會
提交了撥款申請，惟得不到建制派議員的
支持。至於會如何說服建制派支持港台發
展，她坦言：「我無幻想自己提出什麼政
策，建制派都會支持。（支持）是鋪鋪清
的，例如影響勞工的政策，相信最建制派
都唔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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