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7間電子傳媒昨晚聯合舉辦特首
選舉辯論，社民連及「人民力
量」等反對派組織約三十人昨日
在無綫電視廣播城會場外示威。
3名候選人先後接收了示威者的
請願信。林鄭月娥在競選辦主任
陳智思陪同下最早到門前與關注
組接觸，惟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
突然向她投擲道具廁紙。曾俊華
及胡國興其後分別到門前接收信

件，僅後者接收了「人社」的請
願信。
在示威場地外，多名警員在

場外維持秩序，以鐵馬分別將示
威者及現場傳媒分隔，無綫保安
亦在門前加強人手戒備。「橫洲
綠化帶發展關注組」一度被指進
入無綫範圍，與保安爭持，警方
介入事件，無綫最後讓步，讓
「關注組」在閘內約一呎範圍繼
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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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薯片難當大任：連「財爺也做不好」

棠哥挺延續良政無問題
質問反對派：屋不該建？ 貧不應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北京報道）勞工界選

委一直被視為特首候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

票倉，但該界別未有一致綑綁提名予她。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棠哥）昨日解釋，

林鄭月娥在提名期結束前一直都沒有完整競選政綱，直至在提名期結束前才有。他強

調，自己會全力呼籲工聯會選委投票予林鄭月娥，期望對方能以高票當選，令下屆政

府更強勢，施政更暢順，方可做好關顧基層、投資未來的工作。

鄭耀棠昨日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勞工界本來
希望提名林鄭月娥，但對方一直未能提出完整

的競選政綱，故他們當時未有全體綑綁提名，「我們
不是不信你（林鄭），但人家都會質疑我們：政綱都
未提出來（就提名），你們是不是『盲從』？」

籲工聯票投林太 全力支持
他續說，工聯會雖然至今仍未決定選舉時如何投
票，還要留待開會討論，但他個人會全力呼籲工聯
會選委投票予林鄭月娥，「我一定會全力推動工聯
會的屬會、工聯會有票的選委最後要支持林鄭，曾
俊華信不過嘛。」
林鄭月娥在參選時提出會延續現屆政府的施政，
即被反對派中人攻擊，鄭耀棠批評這反映了反對派
對人不對事，「假若當她真的是執行梁振英路線，

為什麼好的政策不能執行？房屋不應該建嗎？扶貧
不應該嗎？（取消強積金）對沖不應該取消？好的
為什麼不能做？為何硬要標籤別人？」
他認為，反對派目前的策略是要盡量壓低林鄭月

娥的得票，「日後就好好打（政府）。」因此，他
期望林鄭月娥能夠高票當選，令下屆特區政府可更
強勢，施政更加暢順，「不單單是勞工界，我見到
其他界別都會叫他們支持林鄭，支持林鄭使到她可
高票當選，對整個社會都有好處。這不是她個人的
榮辱問題，讓她有更大的民意授權，去做她應該做
的事。」

「我伸隻手，都要你肯握」
被問到倘林鄭月娥當選，應如何修補社會撕裂，

鄭耀棠強調，團結社會需要大家配合，反對派在這

問題上應該反思，「我經常講，哪有一隻手掌拍得
響？是要兩隻的。假若只有反對派，怎能響得到？
我想跟你友好、不要這麼撕裂，我伸出隻手，都要
你肯握。」
他續說，關顧基層力量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元素，

林鄭月娥未來也應繼續多花心思、做好基層保障工
作，相信可助社會促進和諧，「你不要以為投放那
些錢，就會見財化水。打工仔、基層是好易滿足
的，不會過分苛求，只要解決到一些問題，他們都
會感恩戴德。」

《壹週刊》借體院地抹黑
林鄭發聲明澄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力「造王」的《壹週
刊》，近日報道稱一幅原屬沙田香港體育學院約5公頃用
地，在2005年時暫借予馬會使用，其後就「一去無回
頭」，更稱特首候選人、時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的林鄭
月娥是「始作俑者」。林鄭月娥昨日透過競選辦發出聲明，
批評有關報道毫無事實根據，對此極度遺憾。
《壹週刊》報道稱，2005年，民政事務局向沙田區議會
提交的文件指出，為支持2008年北京奧運及殘疾人奧運馬
術比賽，香港賽馬會撥款將香港體育學院已棄用的高爾夫球
練習場及足球場，改建為奧運比賽的馬房設施，「場地將會
還原及交還給香港體院使用。」
2007年，時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的林鄭月娥則表
示，「有了體育學院在重建後所設的各項擬議新增的額外設
施，在可見的未來將可完全滿足體育學院的需要，而毋須收
回上述用地。」
《壹週刊》聲稱獲得一份10年前、一次「沒有公開」的
沙田區議會「神秘會議」的「記錄」，聲言林鄭月娥在該
「記錄」中稱已「與各方面達成初步共識」，但「當日的會
議記錄及錄音都不能在網上公開查閱。……關乎運動員及至
普羅市民的福祉，卻一直在黑箱之內任由權貴操縱」。

無確鑿證據 靠「聯想」入罪
不過，報道並無法證明該「記錄」的真偽，也沒有任何證據

證明林鄭月娥如何在場地問題上「任由權貴操縱」，只稱「林
鄭憑三言兩語就平衡了馬會與體院的利益，事件中最受影響的
體育學院，理應出聲反對，卻一直盡力配合。……時任體院主
席李家祥，於2010年晉身馬會大董」，意圖將兩件無直接關
係的事「無限聯想」云云。
林鄭月娥競選辦昨日在聲明表示，林太於2006年3月至

2007年6月間，擔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負責執行支持
香港賽馬會發展世界級賽馬的政府政策。相關過程均有記
錄，沙田區議會及立法會分別有相關的報告。
聲明強調，香港賽馬會作為香港最大的慈善機構，多年來

支持眾多造福香港市民的公共項目，包括海洋公園、香港體
育學院、香港科技大學及衛生防護中心等。

鄭慕智撐林鄭對港承擔有抱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群 北京報

道）香港特首選戰如火如荼，全國政協
委員、保險業監管局主席、兒童發展配
對基金創會主席鄭慕智，近日在接受本
報記者專訪時指出，自己和特首候選人
林鄭月娥是認識了數十年的好朋友，而
基於林鄭的工作經歷，對香港的承擔及
抱負和處事作風等，他很樂意支持對
方。他強調，香港不能再停留在議論紛
紛、不停爭吵的局面，相信只要大家都
「拿出個心」，用心做事，真心付出，
香港好快可以「復和」。
擔任林鄭競選辦主席團主席的鄭慕

智，在訪問中笑說：「我對每一個出來

參選特首的人，都非常敬佩，這實在是
件不容易的事。需要有好高的智慧、好
大的勇氣及很大的忍耐，才可以處理到
很多問題。」

樂意任林鄭競選辦主席團主席
他透露，自己和太太與林鄭月娥是幾

十年的好朋友，「我哋都非常欣賞佢。
佢本來決定退休了，但經重新考慮，最
終決定出來選，我們感到非常欣慰。她
第一時間打電話叫我哋支持佢。」鄭慕
智說：「以我們的友情，過去與她工作
的經歷，她對港的承擔及抱負，處事的
作風，處處都令我哋很樂意去做這件

事，願意承擔這責任。」

「選舉後，對立面就不應存在」
鄭慕智認為，只要候選人願意承擔為

香港服務這份重任，真正可令香港向前
發展，香港每個人都要支持。「選舉就
是有人當選，有人不當選，選舉之後，
對立面就不應該存在。大家都有一個顆
心，為香港好，誰當選其他的人都應該
支持，一起去做事，這樣才能推動香港
繼續向前發展，才能真正做到為香港
好。」
他認為，未來特首應多聆聽、多思

考、多分析、多關心各階層人士的需

要。他說：「怎樣才能令大家安心，香
港現在大多數人，包括政界、商界、教
育界到普通百姓，好多人都需要『安
心』，現在社會上好多人不『安心』。
下一屆特首及政府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做
到令港人『安心』。」
他續說：「我幾十年在香港成長，當
你安心時，就會有一個向前行的心。不論
環境多惡劣，港人都好捱得，好打得，不
怕辛苦，不怕失敗，屢敗屢戰，這是香港
人較其他地區優勢的地方。同時，港人反
應快，能適應急劇轉變的社會，從而做出
回應，但這幾年有小小打了折扣。」
鄭慕智最後強調：「當我們有了一個

新的特首時，應可以帶動全部港人關心
社會，投身社會，明白及聆聽各階層人
士的需要，令大家安心，找到香港繼續
向前行的真正動力，這是下一屆政府及
行政長官切實要考慮的問題。」■鄭慕智 鄭群 攝

李國章批「悠閒鬚」任內釀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國
政協委員、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近
日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時，狠批
特首選舉候選人曾俊華過去擔任財
政司司長時，其「悠閒」（laid
back）的管治風格，對香港來說是
最壞的事。

李國章在訪問中指出，曾俊華只是
個「非常友善」的人，「他會坐下
來、放鬆，與你維持良好關係。」不
過，他「輕鬆」的管理手法，直接影
響其任內屬下的官員表現，釀成「接
二連三的災難」（disaster after disas-
ter），「港視出局、有線電視即將倒
閉、美食車更是個災難。」

政綱立場搖擺證欠誠信
他續批評，曾俊華的參選政綱立場

搖擺不定，特別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的議題上，由原先稱倘當選會於任內
立法，其後卻又稱不會在2020年前就
此立法，證明對方缺乏誠信，容易被
其他人左右。
李國章坦言，沒有任何一名現屆政

府官員及行會成員支持曾俊華，是因
為他們與曾俊華共事數年，「見到對
方的表現，我不認為有任何一位會支
持曾俊華。」另一候選人林鄭月娥凡
事親力親為，擅長處理棘手問題，才
是更好的特首人選。

■李國章批評曾俊華「悠閒」的管治
風格，對香港來說是最壞的事。

資料圖片

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獲得580張選委提名票強勢參
選，其中一位提名人，工聯會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代
表、離島區議員鄧家彪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林鄭月娥
以往在政府的工作屬全方位，其執行能力高，又能驅動
政府與各界合作，是下任特首的最佳人選。

鄧家彪：最全面 熟政策 有承擔
鄧家彪指出，3位候選人各有專長，但若講全面，當
以林鄭月娥為最，因為她在政府工作多年，涉及不同範
疇，對各方面政策均非常熟悉，其工作成績亦反映了多
年來她對公共事務的承擔。再加上她與公務員團體、法
定機關及資助機構均關係良好，未來當能有效推動政府
與它們之間的合作。
他期望，若林鄭月娥當選，可有更多措施保障及加強勞

工權益，如成立真正的標準工時委員會，而非只推合約工
時的委員會，及啟動統一勞工假期與公眾假期的討論，及
利用政府資源推行侍產假等。

梁健文：辦事能力高 肯聽民意
另一選委，屯門區議會主席、民建聯區議員梁健文指出，

林鄭月娥辦事能力高，又肯聆聽民意，因此提名她參選特
首。他解釋，曾向林鄭月娥提及屯門區不少康體工程一直
未落實，要求她向特首建議加快進度，在今年的施政報告
中，政府將推展多項康體工程，其中有4項便在屯門區。
另外，拖延了十多年、連接屯門公園與天后廟廣場的天后
橋，亦是獲林鄭月娥協助，最終可建成。
他期望政府未來可盡快落實興建屯門至荃灣鐵路，讓

屯門市民可免受交通之苦。另區內醫療設施陳舊，如新
墟診所等已不足以應付市民需求，望政府能重新規劃。

■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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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兩會報道）特首候
選人曾俊華在任財政司司長9年多，一直被揶揄是
「守財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榮譽會長
鄭耀棠昨日批評，這顯示他個人能力有問題，質疑
他連財政司的工作也做不好，難當特首大任，「你
做財政司司長就是要好好分配資源，你捧着那些錢
幹什麼？現在經常講的財富分配不平均的問題，基
層分享不到經濟成果，這是你的問題嘛。」
鄭耀棠在訪問中提到，新一屆特區政府應在穩健
的財政盈餘下用得其所、投資未來，如投放更多資
源在創新科技發展，「包括在學校教育、鼓勵商界
投資創新科技項目。雖然不會立竿見影，但這些都
對香港未來有好處。」

經濟動盪竟「休養生息」？
就曾俊華在參選時，提出所謂「休養生息」主
張，他批評，「你面對着經濟如此動盪的環境？你

還在此休養生息？你應該趁機就去做、趁機上位
嘛，難道要等人家（國家）醫好所有創傷？」
曾俊華自稱任財政司司長時與特首梁振英合作

「不愉快」，鄭耀棠認為這反映了曾俊華一直不願
花錢關顧基層，「曾俊華一直都是唔buy（接受）你
（梁振英）那套（做法）。梁振英過去一直都是用
錢推基層利益，即是你一直撐着，不肯開通這些
（資源）。」

「最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的人」
鄭耀棠又「爆料」指，現屆特區政府最反對取消

強積金對沖的人，就是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
他過去轄下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一直都
不願處理這個問題，「對沖問題我幾年前已經向政
府講，每一年我都逼這個問題，但究竟是哪個人負
責？陳家強死都說不關我事，實際就是陳家強負
責，他不肯做嘛。」

「尊重」網絡欺凌反映缺政治智慧
針對曾俊華聲稱自己當選，就可以團結香港人，

鄭耀棠說：「起碼他不能夠團結建制派，你最多團
結了田少（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就是這麼簡
單。」林鄭月娥日前在選舉論壇上指拍短片支持她
的知名演員蕭芳芳遭到人身攻擊，曾俊華竟稱要
「尊重」這些「真話」，棠哥批評這言論反映了他
缺乏政治智慧，「政治敏感度一點也沒有！你怎樣
當特首呀？」
鄭耀棠坦言，曾俊華一直受到反對派的全力吹

捧，令中央對他有保留，「你看看（壹傳媒集團創
辦人）黎智英，他揼死林鄭月娥、揼死胡國興，但
一句都不提（鬧）他（曾俊華）。你應該公平些
嘛，揼就應該三個人一齊揼。曾俊華是你（黎智
英）什麼人？大家都知道這個黎智英是個什麼人，
人家就擔心這件事。」

■鄭耀棠 姚嘉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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