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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料林鄭最有機會當選71%
支持度領先曾俊華3個百分點 胡官續包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特首選舉將於26日進行，香港研

究協會昨日公佈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3名候選人中，最多受

訪者支持林鄭月娥出任特首，佔 40%，第二次領先曾俊華

（37%），胡國興則以12%包尾。被問到最有機會出任特首的

候選人，最多受訪者認為是林鄭月娥，佔71%，曾俊華僅得18%，胡國興繼續以3%包尾。調

查結果反映大部分市民認為林鄭月娥擁有較高的勝算。

香港研究協會於3月6日至12日舉
行第四次特首民調，成功訪問

了1,365名18歲或以上市民。對於下
任特首所需具備的條件，最多受訪者
對此表示為「堅持『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佔
22%，較上一次調查微跌1個百分
點，「有助促進社會和諧」亦有
22%，其次為「中央政府信任」，佔
18%，較之前上升了2個百分點。

林太一度落後 力追反超前
被問及如果明天是特首選舉，他
們會投誰一票時，最多受訪者表示
最支持林鄭月娥出任特首，有
40%，較居次的曾俊華多3個百分

點。值得注意的是，在1月的第一次
調查中，林鄭的支持率為26%，較
曾俊華少4個百分點；第二次調查，
林鄭已經追貼，僅低曾一個百分
點；至第三次調查更反超前曾1個百
分點。是次林鄭月娥的支持度第二
次領先曾俊華。

大部分人信林鄭勝算較高
調查又問及受訪者認為最有機會

出任行政長官的候選人，最多受訪
者認為是林鄭月娥，有71%，遠高
於曾俊華的18%，反映大部分市民
認為林鄭月娥擁有較高的勝算。
有關問題在第二次調查中首度問

及，市民認為最有機會出任特首的

是曾俊華，有36%，高於排第二的
林鄭月娥1個百分點，但在第三次調
查中，林鄭月娥以54%反超前，曾
俊華則大幅跌至28%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呼籲3位特首

候選人，把握餘下兩星期的競選
期，積極向市民及選委闡述治港理
念，爭取更多市民及選委的支持。

另一民調：林鄭獲61%支持領先
由經濟通×晴報聯合舉辦的網上

民調則顯示，由3月2日到昨晚10
時半為止，在8,018名投票市民中，
有 61%支持林鄭月娥，曾俊華為
36%，胡國興僅2%，全部不支持的
則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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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批「薯
粉」侮辱所有支持另一候選人林鄭月娥的各
界人士，包括「起底」辱罵零售業界的選
委，更恐嚇隨時會去「燒舖」，連備受敬重
的「護苗基金」創辦人蕭芳芳也被侮辱「老
而不死」。不過，曾俊華前日在出席教協論
壇時，卻形容這些是「真心意見」，要「尊
重」云云。在薯片「鼓勵」下，針對林鄭及
其支持者的人身攻擊由前日開始變本加厲。
各建制派議員批評，曾俊華竟將網上欺凌與
「真心表達意見」混為一談，只會加深社會
撕裂情況。

葛珮帆：欺凌「合理化」恐變壞榜樣
立法會資訊科技委員會主席、民建聯議員

葛珮帆指出，大家都必須捍衛言論及表達自
由，但在享受這些自由的同時，也必須遵守
法律，不能任意妄為。由於在網絡世界可以
「隱身」，部分網民經常發表過激言論，更
經常發生網上欺凌事件，有學童就因受到網
上欺凌而發生慘劇事件。
她續說，曾俊華在教師聚集的活動上，竟

多次將網絡欺凌說成「真心表達意見」，應
該受到「尊重」，是將網上欺凌「合理
化」，更成為了年輕人的壞榜樣，令他們以
為「網上欺凌」是正確的行為，「有樣學
樣」，日後再要糾正將會十分困難。

周浩鼎：針對性「滅聲」違公平公正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指出，自己在參選立

法會新界東補選及立法會選舉時，曾受到猛
烈的網上欺凌，包括惡意詛咒及人身攻擊，
更牽連到家人及身邊朋友。這些人的目的，
是要令他們針對的人「滅聲」，有違公平、
公正及開明社會應有的行為，絕非港人可以
接受及認同的，必須嚴厲譴責。

何君堯：惡毒攻擊實「黑色恐怖」
立法會議員、執業律師何君堯指出，部分

激進網民「隱身」對非同道中人肆意惡毒攻
擊，言詞粗鄙甚至帶有恐嚇性，圖令對方滅
聲才罷休。這種攻擊手段，已非「白色恐
怖」，而是「黑色恐怖」，遠超出言論自由
的地步。所謂「發自內心」，若有人「發自
內心」要去殺人，是否就代表「殺人無

罪」？所謂「發自內心」並非犯錯的擋箭
牌，「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梁美芬：曾言論未正視現實堪憂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認為，網上欺

凌情況十分普遍，不時出現年輕人受到網
上欺凌而一時想不通，做出傻事。
她批評，曾俊華的言論，令人感到他並

未正視現實，特別是在特首選舉期間，年
輕人十分關注候選人的一言一行，他們所
說的話會對年輕人有一定的影響力，曾俊
華在老師聚集的場合上公開說出「尊重」
網絡欺凌的言論，令人感到憂慮。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批評，曾俊華是

知名人士，其言行定對其他人有一定的影
響，而有關言論令人感到他落後於現實。

鬍鬚「尊重」網上欺凌 各界批助長歪風

特首候選人
林鄭月娥昨日發
佈最新一段宣傳
片，邀得香港印
度商會主席司徒
偉（Raj Sital）粉墨登場，更採用了新的拍攝手
法，包括鳥瞰香港高樓大廈並配以年輕人心聲，並
以調和色系令人物角色呈現得更有質感，是一個新
突破。司徒偉讚揚林鄭月娥願意聆聽少數族裔的聲
音，相信她能勝任特首，林鄭月娥則希望將香港發
展成一個包容且和諧的城市。
林鄭月娥競選網站昨日發佈最新的宣傳片，司徒

偉表示，他在香港讀書、香港長大，「香港是我的
家。」他認為，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香港有
很多機會予青年人發展，但現在挑戰會相對高一
點。其後鏡頭一轉，片段鳥瞰香港高樓大廈並配以
年輕人心聲，「有朋友讀書都好勁呀，不過出嚟搵
20幾間公司面試都搵唔到工」，「香港的年輕人
多數都講呢句，『我係有價值嘅』」，表達本地青
年的心聲。
鏡頭再轉至訪問數名年輕印度人的看法，他們認

為自己是香港人，不是印度人，又認為香港有很多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經常討論如何融合不同文
化。但他們稱，「雖然我們這樣說，但香港對多元
文化包容性仍不夠」，道出少數族裔的看法。

司徒偉讚樂於聆聽 助融入主流社會
鏡頭再轉至司徒偉。他表示，自己認識林鄭月娥這

麼多年，經常與她提及本地少數族裔的狀況，她都很
支持他們的想法，並協助他們融入主流社會。他希望
下一任特首，可以將「多元」及「包容」帶進政府及
社會，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年輕人現時的問題。

他並期望，下一任特首可以讓本地年輕人有機會
在香港繼續發展，又讚賞林鄭月娥在政府任職30
多年的經驗及樂於聆聽的態度，「相信她能夠勝
任。」 ■記者 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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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特首
候選人林鄭月娥日前與多名港島各區
區議會選委會面，與會者關注多項民
生議題，包括林鄭在任政務司司長時
提出的「三座大山」其中兩座──領
展及港鐵。有與會者表示，林鄭對各
項民生議題反應正面，並同意為地區
新增人口前要先做好交通，有人更表
明會投票給她。
身為選委的工聯會東區區議員王國
興昨日在facebook發帖，指自己參加

了港島區議會選委約見林鄭月娥，並
即席提出了兩點，包括為興建小西灣
健康福利大樓制訂時間表及路線圖，
及興建港鐵經小西灣連接石澳，以配
合石澳房屋發展計劃。他更祝林鄭順
利當選，為香港開創有女性成為特首
的先河。

王國興預祝女特首創先河
王國興在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會

面於上周六舉行，有10多名港島區議

會選委出席，林鄭除了介紹政綱外，
也聆聽區議員反映地區意見，當中反
應正面，希望她當選後能在施政報告
中有所回應。被問到他祝林鄭順利當
選，是否意味會投票給林鄭，他指
「一定會」，因過往的港督及3個特
首都是男性，如果林鄭順利當選將會
是劃時代。
有份出席會面的選委、南區區議會

副主席陳富明表示，區內的田灣邨及
華貴邨商場都已被領展出售，其中前

者更裝修至今，除了大部分地方還未
重新啟用，更令居民無法使用商場升
降機來往地勢較高的住宅區域，往往
要走斜路。他向林鄭提出房屋署未來
要跟領展加強溝通，當領展再出售物
業時，雙方要做好居民購物及出入的
安排。

陳富明：林鄭回應正面
他續指，現時港鐵南港島線只有東

段，只覆蓋黃竹坑及鴨脷洲，香港
仔、田灣、華富邨及置富花園等地
仍未有港鐵覆蓋，當居民要乘搭港
鐵時，往往需要以巴士或小巴接
駁，浪費不少時間及金錢，要求盡
快落實興建南港島線西段。
他認為林鄭的回應正面，並引述她

指可以先做好地區的交通規劃，才
新增人口到區內居住。
在提名期期間，港九各區議會的全

部選委未有提名任何人，引起不少猜
測。陳富明解釋，自己當時是想更深
入了解各參選人的政綱及理念，並強
調會投票給林鄭。

林鄭重民生 港島區會選委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保育中
環取得成功，林鄭月娥實居功不少。
「林鄭辦公室」Facebook昨晚發出一
短片，林鄭月娥繼續帶市民看看保育中
環的足跡，包括她任發展局局長時活化
的「元創坊」。林鄭月娥指出，「元創
坊」目前由一班熱心人士組成的非牟利
機構營運，為年輕設計師提供了工作和
展覽作品的地方。她希望在一段時間
後，這班年輕設計師終會享譽國際。
短片中，林鄭月娥首先到中區警署

群。她表示，中區警署群是保育中環8
個項目中最具規模的一個，也是香港有
史以來最大型的歷史建築保育工作，涉
及17個歷史建築，包括警署、裁判司
署和監獄等。這些建築的建築年期早在
十九世紀末，非常有歷史價值。

她續說，在香港回歸10周年時，香
港賽馬會將中區警署群保育活化為文化
藝術地標，並以此為禮物送給香港人，
希望為遊客及市民提供多一個休閒的地
方。

林鄭被「野生捕獲」合照顯親民
短片中，林鄭月娥被市民「野生捕

獲」要求拍照留念，及在咖啡小店前苦
惱吃什麼口味的鬆餅，短片更拍下她吃
鬆餅的樣子。
其後，她到元創坊（PMQ），興奮

地談到自己任發展局局長時致力活化建
築。「元創坊是保育中環另一個非常有
趣的項目。」元創坊，英文稱作
PMQ，就是Police Married Quarters，
建築物前身是兩座政府提供給已婚警務

人員居住的宿舍。由於宿舍是上世紀
50年代的建築物，隨着時間日益老
化，兩座宿舍也因此空置。
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希望為

香港多保留一點歷史建築，故當時就將
原本用來重建為高樓大廈的建築，保育
成現在的設計中心。活化後的建築還加
建了一座連接兩棟樓房的橋，而近門口
的小建築，就是一個小餐廳，「活化歷
史建築其中一個目的，正是希望為它們
注入新生命。」
她續說，PMQ中庭的相連橋是一個
新加的建築物，將原本兩棟分開的大樓
連結在一起，裡面的空間非常實用，可
作展覽或晚會之用。可叫這地方作
The Cube，因為它是四方形的立體，
在上面更有一個公園。在活化的過程

中，建築師真的用了很多的心思，研究
怎樣將這個歷史建築留下來的同時，也
為它注入了一些新的建築元素。
林鄭月娥表示，今天的元創坊，由一

班熱心人士組成的非牟利機構營運，其
中當然需要有一些譬如餐飲等商業活動
來支撐，但PMQ同時為年輕設計師們
提供了工作和展覽作品的地方。希望一
段時間後，這班設計師會享譽國際。

活化「元創坊」助港設計師進軍國際

■林鄭月娥回到元創坊。 網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
3名特首候選人前日首度同台出
席教協的論壇，其中各自表述
了對重啟政改的看法。經濟
通×晴報聯合舉辦的網上民調

昨日顯示，在 373 名投票者
中，58%支持林鄭月娥對政改
的立場，34%支持曾俊華，胡
國興包尾，有5%，稱全部不支
持則有3%。

論壇後民調：最多人撐林鄭政改立場

■王國興與
林鄭合影。

fb圖片

■經濟通×晴報的民調結果。 網上截圖

■■林鄭月娥與少林鄭月娥與少
數族裔學生合數族裔學生合
照照。。 短片截圖短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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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
娥較早前
探 訪 南
區，聽取
小商戶的
意見。
資料圖片

■梁美芬
資料圖片

■周浩鼎
資料圖片

■姚思榮
資料圖片

■葛珮帆
資料圖片

■何君堯
資料圖片

■司徒偉撐林鄭。 短片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