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政績豐 擇善有為獲讚
劉業強鄉局撐到底 料可助解決土地供應貧富懸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北京報道）香港住屋單位不足、樓

價過高等問題，困擾香港大多數市

民多年，更為社會製造了不少矛

盾。全國政協委員、新界鄉議局主

席劉業強昨日強調，特首候選人林

鄭月娥任發展局局長期間，在處理

土地發展問題上表現佳，其後任政

務司司長，在處理政改、國教、南

丫島海難等問題上也是擇善有為，

相信對方一旦當選，可處理好香港

現時最大的核心問題，包括土地供

應不足、樓價過高、貧富懸殊等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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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業強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自
己過去走訪了新界27鄉，諮詢各村

代表及鄉民意見，確定鄉議局將不動搖、
不變心地投票予林鄭月娥，而他個人也看
好林鄭月娥當選的機會很大，「（鄉議
局）既然提名予她，當然是支持她的。相
信鄉議局26票及我的1票，將會在（投
票）當日及提名是無差異、不會有落差
的。」
他解釋，林鄭月娥過去與不少鄉事派合

作，更曾共同處理過一些具爭議的問題，
「好像丁屋僭建這個如此棘手的問題，我
本人覺得她處理得很好，我覺得件事是完
滿解決的。」在擔任發展局局長期間，林
鄭月娥在土地發展問題上處理得非常好，
在任政務司司長時處理政改、國教、南丫
島海難等問題上也是擇善有為，並期望對
方一旦當選，可處理好香港現時最大的核
心問題，包括土地供應不足、樓價過高、
貧富懸殊等。

倡建混合式丁屋解住難
談到香港土地發展不足的問題，劉業強

指，倘林鄭月娥當選，他會向對方建議未
來或可更大膽地在荃灣、青衣、上水等地
方，找一些試點興建混合式丁屋大廈，解

決香港住屋單位不足的問題，「混合式丁
屋大廈是可以考慮，可能是公屋、居屋、
丁屋混合體，因為那些（土地）已經是在
路邊或公共運輸交通附近。我覺得對城鄉
共融是可以處理到一些問題。」
他續說，倘真的可以這樣發展新界鄉郊

土地，也可解決目前城鄉共融的問題，
「我認為這些土地是可以考慮一些城鄉共
融的樓宇，解決香港住屋單位不足的問
題，倘特區政府認為在新界發展平房是浪
費土地，而新界原居民也是接受的話。」

郊野公園地「可加可減」
被問到發展郊野公園是否值得發考慮，

劉業強認為，郊野公園土地當然是「可加
可減」的，「可以加，為什麼不能夠減
呢？因為香港的郊野公園佔土地百分之四
十，加上綠化地差不多佔七成，其實當年
的大欖隧道都是由郊野公園（發展出）來
的。」
他續說，外國不少郊野公園用地均是用

作發展旅遊、休閒之用，認為值得香港借
鏡，「我覺得是可以朝着這個方向去想，
這樣才可以讓人真正享受到郊野公園資
源，香港人才可以不用經常迫在城市裡，
如此繁囂。」

發哥嘲「唔死得」「通波曾」無力訪天台戶

備受港人歡迎的知名演員周
潤發，經常被「野生捕獲」。
昨日，他到九龍城公和荳品廠

開餐時，就「巧遇」特首候選人曾俊華，並大
「讚」曾入院「通波仔」的曾俊華「命硬」、
「通波仔都唔死得」、「好打得」，所以支持
「畀啲『死工』佢做，佢都話（特首）衰工
嚟」。不過，發哥呢頭講到佢「命硬」，曾俊華
嗰頭被基層組織批評以「心臟及膝蓋狀況不
佳」，拒訪天台戶，真係唔知攞景定贈慶。

發哥昨日在公和撞到鬍鬚，係咪真係「巧
遇」？曾俊華稱，自己已經認識「發仔」很多
年，而周潤發在接受網媒「眾新聞」訪問，稱自
己支持曾俊華做特首時說道：「支持，唔支持嚟
呢度做乜鬼！」喂，阿哥，呢句明係話自己事先
知道曾俊華會去公和你先到噃，唔知係咪真心爆
料，定係有人引述錯誤嘞。

facebook香港及台灣地區公共政策總監陳
澍，在facebook上載了曾俊華與周潤發自拍的
相片。當網民「Denise Tsang」留言道，「咁

都撞到，無得輸！」陳澍就回應稱，「發哥唔係
甘（咁）容易撞啦！哈哈！你懂的。」

公和荳品廠店主其間向曾俊華講述老店經營
困難，一度激動泛淚，曾俊華則擁抱對方安慰，
影咗唔少沙龍相。

心臟膝蓋差 拒撐上8樓
發哥呢幾句真係「開口中」？曾俊華昨日閉

門探訪居住環境欠佳的市民時，被主辦單位「關
注基層住屋聯席」踢爆他以「心臟及膝蓋狀況不
佳」為由，拒絕探訪天台戶，只探訪劏房戶，及
改為在冷氣房內討論其房屋政綱。在探訪劏房戶
時，有成員出示老鼠蟑螂籠，向曾俊華表達居住
環境如何惡劣，但他並無接收。在討論會上，他
也沒有承諾會具體推行什麼住屋政策。
「聯席」對曾俊華取消探訪天台戶感到失

望，批評曾俊華違反原本共識方案，失去親歷天
台戶惡劣居住狀況的機會，也令特意為此請假、
損失本身已經微薄薪金的街坊「嘥錢嘥時間」。

不過，有份組織是次活動的「全港關注劏房

平台」，其新聞稿就相當「河蟹」，稱曾俊華
「雖有膝患」仍攀上8樓，探訪一個患有心臟病
的獨居婆婆云云。
曾俊華競選辦特地向《蘋果日報》澄清，稱

曾俊華只是要避免觸傷膝蓋舊患，故只探訪一家
位於8樓，並無電梯可到達的劏房戶，對此表示
歉意。競選辦稱，從未以曾俊華心臟情況為理
由，不探訪另一座8樓的天台屋住戶，又稱曾俊
華的心臟情況健康正常。

落區快閃 紙板應酬市民
另外，近20名曾俊華支持者中午在樂富發起

所謂「相撐曾俊華」活動，呼籲市民與3個不同
裝扮的曾俊華紙板公仔合照。合照者可獲得曾俊
華競選辦提供的貼紙及襟章紀念品，但就要先簽
署同意其肖像用作選舉之用。有途經市民在經過
活動場地時不禁拋下一句：「紙板嚟㗎咋？」約
下午二時半，曾俊華才現真身，並與部分街坊合
照，但僅逗留15分鐘就急急登車離開。

■記者 陳庭佳、羅旦、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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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直致
力協助少數族裔人士的「香港社區網絡」，
近期發表了對各特首候選人的期望，希望他
們協助推動少數族裔學生享有平等教育機
會，關注少數族裔SEN（特殊教育需要）學
童的教育需要，重視少數族裔在藝術、體育
以至創新科技等方面的發展，支援他們就業
及融入社會，及考慮在其政綱上增設「支援
少數族裔創業基金」。
「香港社區網絡」指出，他們希望各候選

人在自己的政綱中，承諾會繼續推動在港少
數族裔學生不會因為種族、膚色、語言、文
化、生活方式等差異，而影響報讀學校、接
受教育、升學等平等機會；考慮在政綱中承
諾當選後會增撥資源，培訓前線教師，令他
們有足夠的認識及敏感度，及早辨識少數族
裔SEN學童的問題，從而轉介社工或專業
人士跟進；探討如何支援少數族裔SEN學
童的教育需要。
該團體指，少數族裔擁有獨特的文化及對

藝術的觸覺，並擁有相對強壯的體魄及好動
的性格，倘能培育他們在各類藝術、體育活
動方面的天分，可以協助他們建立自信、發
揮所長。

增資源培育藝術體育
他們希望各特首候選人考慮在其政綱上，

建議對學校增撥資源，重點培育及發展少數
族裔的藝術天賦，及在少數族裔聚居的地區
興建配套體育場地，例如板球場。

「香港社區網絡」支持特區政府發展創新
科技，並支持教育局發展STEM，包括科
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故建議各候選
人考慮在其政綱上建議為STEM教育發展統
一教材，減輕老師預備教材的壓力。在投放
資源於各專上教育院校及科研機構的同時，
也應增撥中小學資源，舉行各類以創新科技
為題的學習，培養學生以創新科技科目為升
學選擇；非政府機構亦可以在社區發揮作
用，為公眾舉行科學普及教育。

籲設基金助創業就業
他們又呼籲各候選人承諾會繼續推動香港

社會企業的發展，包括增撥資源，制定相關
政綱幫助社會企業越趨多元化，令社會的弱
勢社群得到更廣泛幫助及就業機會，同時考
慮在政綱中增設「支援少數族裔創業基金」
的建議，協助少數族裔開創小生意，同時發
展「少數族裔市集」等配套設施，幫助他們
融入社會，並呼籲和鼓勵公營及私營機構聘
用少數族裔人士優先就業。
他們認為，有關措施有助以「扶貧」及

「防貧」達至長遠「滅貧」的理念，解決少
數族裔貧窮問題；讓少數族裔可以安心以香
港為家，共同創造一個更美好、更融和的香
港。

團體促增支援少數族裔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反對派政黨為了
「造王」，將特首候選人曾俊華吹到天上有地下
無，講句說話再無內容都覺得寧捨馨香。不過，
唔係個個反對派「村民」都咁諗。涉及「銅鑼灣
書店事件」的林榮基近日撰文，批評曾俊華日前
出席記協座談會，回應他的問題時「遊花園更
糟」，更形容該「花園」「不但鳥語不聞，連花
草都欠奉」。
記協前日舉行的特首候選人座談會，3名候選
人先後出席。網媒「眾新聞」昨日刊載了林榮基
出席記協座談會後撰寫的文章。
林榮基在文中稱，在座談會上，有人問胡國

興有關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時，胡就引
用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有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
聞、出版的自由等，然後複述二十三條的內容。
他即追問對方若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第二十七釋
法，他會如何應對，但對方的回應，明確是帶他
「遊花園」。

回應「一國兩制」答非所問
他其後向曾俊華提到「銅鑼灣書店事件」，

要求對方回應「怎樣挽回香港人對『一國兩制』
的信心」，「曾先生的回答是：我相信在香港出
版那些事，是香港的事情來的，在這裡要處理，

如果有任何事情在香港發生的話，走出了香港的
法律框架，我們一定要很認真的去跟進。」
林榮基形容，「天啊，我問的是怎樣挽回香

港人對『一國兩制」失去的信心，他居然回答我
們一定要很認真的去跟進。沒想到還是遊花園，
不過這花園更糟，不但鳥語不聞，連花草都欠
奉。」
他續稱，自己本來會向林鄭月娥提出相近的

問題，但就因為胡國興及曾俊華的回應在帶人
「遊花園」，他就自行「腦補」稱：「她（林
鄭）只會帶我遊花園，最後還不是一無所得」，
故「最後放棄了」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特首實行「雙負責制」，既要向香
港負責，也要向中央政府負責，但
競逐特首的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薯片），昨日就自認對國家認識
「唔係咁深」，被質疑如何帶領香
港趕上國家的經濟快車謀求發展。
日前曾自稱「唔係好習慣交波畀
人」的他，又將美食車經營困難、
免費電視發牌風波等責任卸給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
曾俊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被

問到倘落選會否受邀出任全國政協
常委時自言「我無諗過會輸」，並
稱自己的興趣在香港，對國家的認
識「唔係咁深」。
至於會否考慮再加入政府或行

政會議，他謂會「唞吓」，也沒有
想過3月26日後的事，「過咗26
日，瞓返一覺先，先至再考慮以後
啲事。」

市民批難把握國家機遇
有聽眾致電節目，質疑曾俊華

如對國家認識不深，「如何帶領香
港搭祖國嘅經濟快車，抓緊機遇，
為香港人謀求經濟發展呢？」曾回
覆稱「祖國係好複雜嘅一本書」，

花一生時間也未必可以全面了解，
又自言過往的工作雖集中在香港事
務，但已「比很多香港人」更加了
解祖國。

美食車電視牌卸責商經局
當日由曾俊華一手倡議的美食

車先導計劃，啟動僅個多月即流出
「第一滴血」，有食肆未開業已決
定離場。曾辯稱只在當年的預算案
提過「一句半句」，具體是由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推行，相信局方推出
計劃時也了解會面對很多困難，會
就最新反映作出修訂。又稱美食車
檔主也要考慮在食品價錢、營業時
間及包裝等方面作出調整。
免費電視發牌一事引起風波，

當時廣播政策屬其管轄的曾俊華被
質疑「乜都無講過」。他再「交
波」予轄下的商經局，稱這是該局
的工作，自己當時與商經局局長蘇
錦樑「好多時都傾一傾呢件事」，
故自己對事件發展「好清晰」。但
因不想令外界感到混亂，故多數由
作為負責官員的蘇錦樑向外界發
佈，「但我喺後面都同佢傾好多，
亦都係喺好多方面都支持佢推行嘅
方法。」

教協今日舉辦特首選舉論
壇，3名候選人終於可以首度
同台，但竟不設互相質詢環
節，換言之自認「口窒窒」、
曾拒絕與兩名對手同場交鋒的
曾俊華，可以「休養生息」多
兩日，留待周二由電子傳媒舉
辦的論壇，才接受對手當面質
詢。35票「all-in」提名曾俊

華的教協稱，曾考慮加入互相質詢
環節，但跟「各候選人」商討後決
定放棄。
教協昨日向傳媒發佈論壇流

程，顯示論壇僅設開場發言、回答
選委的必答題、回答台下發問及總
結發言4個環節，沒有廣大市民引
頸以待的互相質詢環節。教協總幹
事馮家強在回應傳媒查詢時稱，最

初沒有質詢環節，但因應有傳媒建
議加入，曾一度考慮，但跟「各候
選人及教育團體」等商討後，決定
不加入該環節。教協前會長張文光
就稱，有質詢環節當然最好，但
「無得逼人」。
值得一提的是，曾俊華拒絕出

席「民主思路」日前的論壇，而該
場正是已舉行的論壇中，唯一一場
設有互相質詢環節，「民主思路」
召集人湯家驊更不點名指曾俊華曾
提出希望不同台辯論。
曾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否認這點，

更否認較少出席論壇是為了「錫
身」，稱過去兩三個星期收到幾十個
邀請，「選擇嗰度要公平啲去處
理」，並會選擇出席一些「比較有代
表性」的論壇。 ■記者 陳庭佳

自認不諳國情 薯片能力受質疑

教協論壇無互砌「口窒鬚」又避一劫

鬍鬚「遊花園」被批衰過胡官

■劉業強表示，相信鄉議局26票及自己的1票，會全部投給林太。 資料圖片

22 1177
�:4)�:4)

拒
－
絕
－
辯
－
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