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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完勝薯片
「好打得」辯政策頭頭是道 VS「鬍」言亂語擺明「hea做」

反對派「造王」攻勢越來越猛烈，
「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集團創辦
人黎智英更從幕後走到幕前，撰文批評

胡國興參選是要「」曾俊華票，部分反對派中人亦隨
其指揮棒起舞狂轟，圖逼胡官退選。胡國興昨晚強調，
自己沒有說過會退選，更反問為何要自己「成就他
人」。
公民黨昨日在街頭宣傳所謂的「特首民間投票」。該

黨前主席余若薇聲稱，反對派在選委選舉中取得逾300
多席，即便是少數，但仍然要能集中票源，才能發揮影
響力。主席梁家傑更畫公仔畫出腸，稱曾俊華同時獲建
制派和反對派提名，反觀胡國興缺乏建制派支持，他們
初步傾向「選一個勝算最高的」，但就趁機安撫胡：
「就算佢（胡國興）最終以0票落選，我哋都會封佢做
英雄。」
在昨晚論壇上，有出席者更向胡國興提問，稱其票源

最有機會與曾俊華重疊，加上其民調落後，他會否履行
參選時的承諾退選。胡國興在回應時強調，參選並非兒
戲，每個人參選都想贏，「就唔係話去玩嘅。」自己並
沒有作出不參選的承諾，也沒有說過會退選，更反問
道：「如你話我要去『成就』他人，點解他人唔『成
就』我呢？」 ■記者 陳庭佳、鄭治祖

不欲「成就他人」
胡官聲言不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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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直播辯論除了看到候選人的轉
數外，也可看到他們真實的一面：曾
俊華在論壇期間多次要求主持人熄林

鄭咪，更一度發晦氣稱「不如妳講晒佢啦」，和他一直
刻意營造的「友善」、「包容」似乎有一段很大的距
離。
林鄭月娥昨晚圍着頸巾，不時托一托眼鏡，顯得精神

抖擻。曾俊華雖想趁機批評林鄭，但被問到「唔熟書」
的民生議題，以至是本身範疇的經濟政策時，也不時口
窒窒。

曾俊華在追問林鄭，為何之前不參選之後反口時，有
否檢討過為何被稱為「CY 2.0」，林鄭笑稱「因為CY
1.0唔選」。她其後想再解釋時，曾俊華則稱現在是其
主場時間，要求大會在林鄭答完後就熄咪，不准對方進
一步解釋。

老羞成怒：「不如妳講晒佢啦」
在林鄭主場時間，她首先感謝之前出席過其座談會給

予意見的人士，及後追問曾俊華為何會在醫療方面撥較
少資源，曾俊華回答不久後，林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曾俊華看來有點不悅，發晦氣稱：「不如妳
講晒佢啦！」
胡官則在林鄭及曾俊華討論「0-1-1」及「1-1-1」

的議題時未能搭上話，而到他提問時反應則慢三拍，更
在屬於他發問的主場環節，錯叫林鄭月娥為「鄭太」。

■記者 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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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特區政
府此前出動整個問責團隊推動政改，但當
時為政府「第三把交椅」的曾俊華，在前
日的教協論壇上，聲稱林鄭月娥未有明言
重啟政改，是因為當時她「衰過一次」，
「連『佔中』都拉埋出嚟。」林鄭當時批
評，曾俊華的言論與團隊精神有出入外，
並在昨晚論壇上即時fact check（事實查
證），指「佔中」早在政改工作開展前已
經醞釀，暗寸曾俊華搞錯時序。

三人組未開工「佔中」已謀劃
有參與者在昨晚論壇上問到林鄭月娥

對「佔中」有否責任、當選後如何防止
「佔中」再次發生。林鄭笑說要感謝參
加者讓她可以作解說，「因為阿John
（曾俊華）喺另一個場合話我做政改衰
咗引發『佔中』，但時序上『佔中』一
早已經提出咗，當時我哋都未開啟『政
改三人組』嘅工作。」
她並重申，會汲取「佔中」的教訓，
特區政府要多聽民意特別是年輕人的聲
音，故自己在政綱中提出要增加讓青年
議政、論政、參政的機會。

「與民同行」是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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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提出與市民同行。她昨晚
強調，「同行」並非只是宣傳，更是
承諾，又表明自己「百分之百信任香

港人」，當在一些事上社會主流意見與她有別時，她一
定會接受港人意見，一旦主流意見令她無法擔任特首
時，自己會辭職。

林鄭月娥昨晚在開場白中表示，「同行」並非只是宣
傳，更是承諾，代表自己會用心關懷、虛心聆聽及決心
行動，又笑言自己在不同崗位上為市民做實事，並非因
為自己「好打得」，「可能係因為好似我老公講，我好
捱得、好做得，有陣時都好忍得。我同同事都明白，只
要我哋行多一步，社會就會多一件好事，市民嘅問題就
有多一個可以解決。」
被參與者問到是否信任香港人、當選後如果社會主流

意見與己見有分歧會如何處理時，她強調自己「百分之
百信任香港人」，當香港有些事上的主流意見與她的不
同時，她定會接受香港人的意見，而當主流意見令她無
辦法擔任行政長官時，她會辭職。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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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消帶打」擊退「兩面夾攻」

■林鄭月娥辯論前與競選團隊成員擁抱，相互打氣。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尹妮）雖說選舉應是「君子之
爭」，但在論壇辯論的互相質問以至是自由辯論環節
仍然火花四濺。曾俊華質疑林鄭月娥「閉門工作」，
林鄭月娥反擊稱，她任官職時落區屬數一數二，反而
曾俊華較少，「可能係因為要閉門喺鍵盤創作與市民
溝通的方法」，令曾俊華無言以對。

指鬍鬚任內清閒上網吸「like」
曾俊華在自由辯論環節，稱有調查顯示支持林鄭月
娥的比例約30%，但不支持比率達45%，反映對方
「未上任支持率已是負淨值」。林鄭月娥回應稱，坊
間調查有很多，自己也看到有調查指，她本人的支持
度反先曾俊華3個百分點。
她強調，民望可上可落，自己最關注的是公眾參
與，希望做到與民共議。
曾俊華其後追問林鄭月娥，稱在facebook直播論壇

時，很多人向她按「嬲」，問對方「閉門工作」，如

何「與青年connect（連接）」，林鄭坦承，自己在此
方面要繼續學習，與青年溝通，但強調自己任官職時
落區屬數一數二，反而曾俊華較少，「可能係因為
（曾俊華）要閉門喺鍵盤創作與市民溝通的方法。」
林鄭月娥強調，自己在政綱提出讓青年人有論政、議
政和參政的機會，更揶揄曾俊華在任時很清閒，更佩服
對方工作如此繁忙時仍可上網吸「like」，「我（在任
時）就連上網都冇乜時間。」自己在選舉工程中全程投
入，連建立個人形象都做得較少，「我喺facebook係弱
者。」但她落區時有不少市民為她打氣，相信自己有親
和力。

反問「要顧問治港」胡官口啞
胡國興也狙擊林鄭月娥，要求她「交代」當選後如
何向團隊中的地產商「還債」，林鄭月娥強調，自己
在選舉中沒欠任何一人，會以市民最大利益施政。
胡國興又質疑，林鄭月娥在「全民退保」議題上，

先邀請周永新教授為「退保」撰寫報告，其後卻不接
納，找另一間機構再寫報告。林鄭即時反駁：「你係
法官，有什麼證據我搵另一間機構再寫報告？」胡官
呆了一秒，只稱「總之我聽到啦」。林鄭強調，找顧
問寫報告不一定要完全接納，「唔通要顧問治港？」

曾俊華暴露民生議題「唔熟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曾俊華

連任內主責的財務及土地政策都未能妥善
處理，何況不熟悉的民生政策？辭任政務
司司長前擔任扶貧委員會主席的林鄭月
娥，在昨晚論壇上質疑另一候選人曾俊
華，在政綱中提到以「負入息稅」協助低
收入家庭，但政府去年已經實施「低收入
家庭津貼」，反映他Outdate（過時），
更批評他是負責財金的官員，當時就反對
引入負入息稅。曾俊華聽後語塞兼口窒窒
回應稱，這顯示「政出多門」，加上問題
「非常複雜」云云，可謂答非所問。

談廢除小三TSA被胡官「秒殺」
林鄭在主場時間，問及曾俊華對近年

醫管局撥款不足的看法，並指其政綱沒
有回應年輕醫生的訴求。不熟書的曾俊
華就顧左右而言他，試圖以自己準備政
綱的過程迴避直接回應問題，「我哋嘅
艱辛工作，也有準備醫療問題。」林鄭
即要求他直接回應醫生訴求問題，曾俊
華此時發晦氣稱，「係你主場咁你咪講
晒佢囉！」
教育議題備受社會關注，選舉辯論

自然也逃不開。在傳媒提問環節中，
提到家長及學生對目前教育制度有何
不滿時，胡國興指稱，原因之一是學
生與教師在準備小三TSA時壓力很
大，故他提出廢除小三TSA。曾俊華
追問廢除小三TSA後用什麼來代替，

以得悉學生水平時，胡國興即秒殺
之，「是否任何事也要進行測試……
幼稚園是否需要考試？」

民生問題不知解 硬講「政治解決」
在談到「佔中」後香港矛盾及撕裂

越來越厲害，曾俊華聲稱現屆特區政
府不時覺得夠票就推政策，令年輕人
覺得「不公義」，引發了他們的不
滿。林鄭反駁，政治問題不一定用政
治方法解決，民生問題也有關係，如
工資上不到、年輕人向上流動等問
題。此也反映曾俊華對本港民生及政
治環環相扣的關係未夠了解，只認為
政治是一加一的簡單數學題。

除了民生議題不熟書，曾俊華也似乎
忘了自己曾任官員的事實，圖推卸任內
責任。論壇要求3位候選人為「港獨」
斷症，林鄭表示，很小部分的港人不知
為何有此看法，她若上任會增加年輕人
對國家的認識，並相信「港獨」思潮在
香港難以散佈開去，又指近年出現的
「港獨」思潮令很多港人擔心，並強調
香港與國家緊緊相連。
曾俊華則稱，「港獨」的出現反映現

屆特區政府「管治不濟」，林鄭承認，
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是否引發了小部分人
的情緒反應，應當反思，但曾俊華曾任
官員者，是現屆政府一員，「要反思就
應共同反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七間電子傳媒昨晚聯合舉辦特首

候選人論壇，林鄭月娥、曾俊華

及胡國興首度正面交鋒同台較

量，並在「戲肉」的自由辯論環

節濺起不少火花。林鄭月娥在自

己強項的民生範疇顯得十分熟

書，更在公共財政及土地供應方

面多次向曾經主管有關範疇的曾

俊華進擊，包括質疑對方在政府

「水浸」下仍強推削減部門開支

的「0-1-1」方案，更批評對方

稱政府開支9年間增長倍半是報大

數。曾俊華就辯稱「0-1-1」方

案並非削減開支，只是希望部門

「將使錢效率提高」。

■■七間電子傳媒昨晚聯合舉辦特首候選人七間電子傳媒昨晚聯合舉辦特首候選人
論壇論壇，，林鄭月娥林鄭月娥、、曾俊華及胡國興同台較曾俊華及胡國興同台較
量量，，論壇首設互相質詢環節論壇首設互相質詢環節。。在各項政策在各項政策
辯論中辯論中，，林鄭月娥完勝曾俊華林鄭月娥完勝曾俊華。。

林鄭月娥在昨晚的自由辯論環
節中首先提問。她指出，公

共服務與市民息息相關，但近期
「街道好似污糟咗啲，專科門診
輪候時間又長咗啲」，原因是過
去兩年所有政府部門都受制於
「0-1-1」方案，除首年外每年都
要減1%開支，更沒有通脹調整，
形容部門怨聲載道。

削開支「0-1-1」方案惹部門埋怨
曾俊華聞言後反稱林鄭「成日都
誤導大家」，林鄭即不滿反擊：
「我點樣誤導？呢個係白紙黑
字。」曾辯稱林鄭也有份同意
「0-1-1」方案，但林鄭強調「0-1-1」
是自己爭取的，否則將會是
「1-1-1」，即首年也要減1%開支。
胡國興此時加入戰場，指香港
財政好，不明白為何「樣樣都要
減」。但曾俊華竟稱「0-1-1」並
非削減開支，只是希望部門「將
使錢效率提高」，而抽出來的是
部門剩餘4%至5%的錢。

林鄭反駁指食環署的開支是預
算超過99%，康文署的開支也是
預算九成多，「政府坐擁9,000幾
億儲備，卻令到17萬公務員承受
咁嘅壓力，就真係對佢哋唔住，
又對唔住市民。」
曾俊華此時試圖轉移視線，堅

稱政府支出沒有減少，由2007年
自己當財政司司長時的2,000億
元，增加至現時的5,000億元，每
年都有雙位數的百分點增長。林
鄭揶揄對方「四捨五入出神入
化」，指他所說的2,000億元實是
2,300 多億元，5,000 億元實是
4,600多億元，「根本沒有1.5倍，
係僅僅百分之九十九。」

任內拒商會倡累進利得稅
在討論經濟的環節中，林鄭質

問曾俊華為何在任財政司司長9年
期間，未有應商會建議，提出累
進利得稅制，卻在參選後才提
出。曾俊華回應稱要審時度勢、
要考慮外圍經濟時，被林鄭批評

不要只談外圍經濟，要了解中小
企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無可能
不協助。
胡國興在提問時則重提橫洲事

件，稱「摸底」後建屋數量減
少，「摸底」更沒有記錄。林鄭
指有關的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當
時是由曾俊華做主席，但曾卸責
稱特首梁振英當時另立專責小組
作出決定，而這些決定沒有通過
他負責的督導委員會。林鄭就指
督導委員會有一段時間沒有開
會，暗寸對方「hea做」。
胡國興再追問為何「摸底」沒

有記錄，曾俊華推稱「唔知Carrie
有乜嘢講」，林鄭強調政府有分
工，自己並無參與事件。胡隨即
稱林鄭當時是政務司司長，「唔
係淨係一個人講話 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 指 曾俊
華）。」林鄭澄清「財政司司長
唔係向政務司司長負責。」曾就
發晦氣：「我好高興我無向政務
司司長負責。」

■三名特首候選人「排隊」入場。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