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金倡注新血 糾正薯片懶風
林鄭批曾俊華hea做財爺 無調停港交所證監會分歧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鍾

立）特首

候選人曾

俊華曾任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財經和金融政策本應

是其「強項」，但事實並非如此。另一候選人林鄭月

娥昨日在一個金融服務界選委舉辦的座談會上，再次

暗批曾俊華在擔任財政司司長時「無領導能力」及

「唔做嘢」，既無領導上市監管諮詢改革事宜，更沒

有在港交所及證監會意見分歧時出來調停。她又強

調，倘自己當選特首，會在財金班子上注入較多新

血，以新思維及新動力改變過去的無為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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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
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在政綱中提
出，爭取讓2000年後入職的非長俸
紀律職系人員選擇延長服務年齡至
60歲，及檢視「0-1-1」開支削減方
案，受到紀律部隊工會的歡迎。繼
上周發聲明支持政綱有關部分後，
多個紀律部隊工會今天下午將會與
林鄭月娥會面，希望對方保證一旦
當選，有關政綱得以落實。
答允出席今日會面的香港消防主

任協會主席楊儉生表示，他上周收
到林鄭月娥競選辦的會面邀請，估
計對方會在會面時尋求公務員支
持。各工會會從人員的福利角度出
發，不會影響政治中立。
有資深消防人員向本報透露，自

己在工作時曾與林鄭月娥及另一候
選人曾俊華會面。他形容，林鄭月
娥是針對問題的實幹型，「壓到
場」，且思路快，是其是非其非，
配合到部隊「唔兜圈」的風格，更
一直關顧公務員士氣，如對方任發
展局局長時，就一力支持興建消防
及救護學院。

資深消防暗批曾俊華守財
他形容，林鄭月娥「睇公眾安全

睇得好重」，但「有啲 AO」則
「睇錢睇得好重」，認為太保守對
社會不是好事，暗示曾俊華用錢保
守。
該人員讚揚林鄭月娥的政綱能穩

定軍心。在會面中，他會要求對方
一旦當選特首，必須落實有關政

綱。又指倘曾俊華團體希望與工會
會面，自己會歡迎，但以他所知現
時未有相關邀請。

挺延服務年齡檢視「0-1-1」
香港消防主任協會為政府紀律部

隊人員總工會會員。總工會在上周
四發表聲明，表明支持林鄭月娥在
政綱中加入有利紀律人員項目。工
會指，一直致力爭取讓2000年後入
職的非長俸紀律職系人員選擇延長
服務年齡至60歲， 就此歡迎及支
持林鄭月娥在其政綱中承諾爭取到
底。
聲明續指，工會同時十分支持林

鄭月娥在政綱中承諾重新檢視各部
門為市民提供的服務，有否受到過
去兩年「0-1-1」開支削減方案的影
響，並在有需要時採取相應措施。
工會認為，政府在財政充裕及

各部門工作量不斷增加時，要求
各部門在3個年度內節省實質運作
開支，「實在是莫名其妙」，並
對公務員的士氣影響極深。工會
認為林鄭月娥這兩項政綱，能
「對症下藥地為公務員和各紀律
部隊人員解決當前困境」，同時
提升公務員士氣，盼望她能於當
選後落實施政。
有份聯署該份聲明的10多個成員

團體，包括來自海關、入境處、懲
教署及飛行服務隊的工會。據了
解，警務人員因受條文規定不得參
與選舉有關活動，故沒有聯署，也
不會參與今日的會面。

紀律部隊工會今會林鄭商政綱
特 首 選 舉

「 開 閘 」 至
今，由香港 7

間傳媒機構於前晚合辦的選舉論
壇，3名候選人首次同台互相質
詢。大家針鋒相對，火藥味極
濃。網媒《港人講地》昨日舉辦
網上投票：「特首選舉辯論過
後、邊個最有大將之風？」結
果，在個半小時的投票中，有
1,840人認為是林鄭月娥，大幅
拋離排第二位、得563人支持的
曾俊華。胡國興則敬陪末座，僅
25人支持（見上圖）。
「經濟通×晴報」昨日亦聯合

舉辦網上投票，題為：「3名特
首候選人昨（前）晚出席電子媒
體論壇，你認為哪一位表現較
佳？ 」至今日凌晨12時半，有
743人參與了投票，其中70%認
為林鄭表現較佳，曾俊華僅
28%，胡國興則有2%。

網民批鬍鬚「特朗普上身」
網民「昨日的我」留言，指論

壇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係鬍鬚
曾問完林鄭後，見林鄭反問佢
時，竟然叫主持熄林鄭咪，他是
否由『好好先生』進化為『香港
版的特朗普』？林鄭說的未必全
對，但竟然問完人後不讓佢講，
呢個做法真係好有問題。」

他續說，「其實論壇全程，每
次鬍鬚被人攻擊弱點，包括累進

稅、負入息稅、醫科年輕人出路
等等問題時，佢都大耍太極，就
像完全沒準備似的。稅制應該係
佢強項，但被人問時只係發老皮
（脾）。他的團隊難道只會拍美
化片，不會為他籌劃解困嗎？林
鄭問鬍鬚的東西，其實根本係網
上已早有人提出及討論，並非新
事。整體上，林鄭健談但並非樣
樣對，鬍鬚欠風度內容空泛，胡
官經常遊魂。」

斥曾抹黑耍太極卸責
「昨日的我」其後再留言說，

「看到鬍鬚的策略，只是一味抹
黑林鄭，將『CY2.0』、『撕裂
社會』的責任，全部套在她身
上，自己曾經是三司之一竟然全
無責任可言。昨（前）晚胡官最
尾提出的橫洲事件，明明是土地
問題，負責的是鬍鬚曾，但佢竟
然一推再推，最後還推給CY，連
胡官都要發聲罵佢推卸責任。」
「老李頭」亦指，「鬍鬚曾連

自己最擅長的『稅務、財經』方
面的問題都答唔好，其他政治、
民生議題都是『假大空』的希
望、信任。」「路人乙」就提
到，林鄭月娥的優點，「是她處
大事時相當平穩，態度上相當務
實。比起鬍鬚曾那種虛（對問題
不敢正面作答），和胡前大法官
那種浮（表現不集中），就畧
（略）勝一籌了。」■記者 羅旦

網選大將之風 林太「贏幾條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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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名金融服務界選委昨日邀請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與業界會面，胡國興並無出席，林
鄭月娥與曾俊華則一先一後到場，各自表達對業
界未來發展的意見並回答提問。林鄭月娥指出，
要帶領香港金融服務業發展，最重要是有領導能
力，否則會產生許多問題。

「無領導能力唔做嘢」
她暗諷當時身為財政司司長的曾俊華「無領導

能力」及「唔做嘢」，「正如去年港交所及證監
會就監管上市的諮詢好似有意見分歧，但睇唔到
有一位好有領導地位的人講幾句，讓市場知道發
生咩事。」
林鄭月娥其後在回應選委提問時重申，上市監

管可不斷改善，公眾諮詢也是理所當然的，「如
果傾掂效益更高，但恐怕傾唔掂。」她再暗批曾
俊華「唔做嘢」：「我（擔任政務司司長時）唔
係分管相關事宜，但唔係好留意到有人出來講幾

句，調停兩方意見及睇睇應該點做。」
林鄭月娥強調，業界的監管與發展同樣重要，

必須取得平衡，「我不希望帶出任何監管不重要
的訊息，否則便發展不成。」無論發展新產品、
檢討現行條例與培訓人才，都必須有人統領相關
工作，故她在政綱中提出成立由財政司司長主持
的金融領導委員會，將監管與發展的專家集合起
來，跟進有關工作；又笑說：「主席係財政司司
長，當然應好熱心推動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共冶
一爐。」

新思維確保耳目一新
被選委問到她一旦當選，會否招攬市場中人加

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是否已有財政司司長人
選時，林鄭月娥坦言，目前局內僅得正、副局長
及政治助理3人可以換人，「大家想問我係咪想
轉人？財金系統可能新血更多，要有新思維、新
動力，不是無為政府。」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金融業是非常有潛力的
行業，會確保下屆政府在金融業方面耳目一
新，「我們的角色是推廣，有好嘢要話畀人
聽，不能長期議而不決，應責無旁貸地作出決
定。」她強調，自己從不迴避爭議性議題，遇
到有不同聲音會去解釋，似在暗諷曾俊華「猶
豫、無承擔」。
面對林鄭月娥質疑在上市架構改革及同股不同

權事件上「唔做嘢」，其後上場的曾俊華稱，自
己當時留意到市場「有意見」，並與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强溝通，證監會與港交所亦接納
他的意見延長諮詢，「我同查史美倫（金融發展
局主席）都傾過好多，我認同金發局的意見。」
他其後回答傳媒提問時重申，當時與相關局長

分工和協調，自己有在背後做游說工作，「評論
應留返畀有關局長，佢係代言人」，又稱如太多
官員就某事情上有個人睇法，會令市場感到混
亂。

在任財政司司
長時，曾俊華年

年估錯數，在龐大儲備下強推削
減政府部門開支的「0-1-1」方
案，但他昨日仍邀功稱自己可向
港人交代、不負中央所託，但被
問到是否代表有改善空間時立即
變臉：「我唔知你點解總係講埋
呢啲咁嘅嘢。」
金融服務界選委鄧聲興提問時

指，金融業界是財政司司長的管
轄範圍，問到曾俊華對任內的業
界發展滿意與否、有否改善空
間；又問他在政府儲備有9,000
多億元下可否取消暫繳稅制度。
問題圍繞業界，但曾俊華顯得
「叻唔切」，稱自己任內的9年
半非常波動，包括2008年出現
金融海嘯，做了不少工夫，令金
融市場基本穩定、經濟基本增
長，除財政健康外更有盈餘，

「我唔會話去讚自己，但我相信
我係可以向香港人交代得到，我
亦都係不負中央所託。」

拒答可否撤暫繳稅
主持追問道：「既然好滿意，

即係如果你當選，未來5年唔需
要有改善空間啦？」曾隨即顯得
不悅：「呢個係你講嘅，我哋永
遠都有改善空間，呢個根本係唔
使講，我唔知你點解總係講埋呢
啲咁嘅嘢。」
他又未有回應可否取消暫繳稅

制度，辯稱要有足夠儲備才有良
好信用評級，如果出現赤字會令
評級下跌，而儲備雖有9,000多
億元，但在一些工程仍未「找
數」、預留2,000億元進行10年
醫院計劃、預留1,000億元作房
屋儲備下，將會所剩無幾。

■記者 朱朗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
金融服務界選委朱李月華在座談
會後表示，雖然曾俊華對某些議
題顯得較熟識，但強調新一屆特
首並非只處理金融事務，要全方
面兼顧，而且業界想求變，「金
發局成立後對業界幫助不大，要

強化內容，希望新一屆特首可以
做到。」另一名選委李君豪則形
容，「最明顯的分別是一位傾向
改變，另一位則不變或少變。」
另一選委張德熙則稱，18名選委
的投票意向會與業界商討後再作
決定，不會綑綁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林鄭月娥前晚
在電子傳媒論壇上提到，「如果香港人嘅主流
意見令到我無辦法再擔任行政長官，我係會辭
職」，以此強調自己百分百信任港人，卻被解
讀成「民望低就辭職」。她昨日在與金融服務
界選委會面時主動解釋，自己不會因可升可跌
的個人民望問題輕言辭職，而是當香港發生了
一些事情，主流意見令她無辦法履行香港基本
法下特首需要履行的責任時，她才會作出此艱
難決定。
林鄭月娥強調，無論之前的政務司司長工作有
多艱辛、日子有多難過，自己都不會輕言辭職，

也不會因情緒問題、不開心而請辭，因這是缺乏
承擔的行為，更對廣大市民不太公道。她隨即原
文讀出自己前晚論壇上的言論，解釋言論所指的
嚴峻問題，並非是可升可跌的個人民望問題，而
是當香港發生了一些事情，主流意見與她繼續擔
任行政長官有衝突。

特首對中央與港人負責
她強調，特首實行「雙負責制」，既要向香港

負責，也要向中央負責，肩負落實「一國兩制」
及香港基本法的責任。自己當時指，當主流意見
令她無辦法履行香港基本法下特首需要履行的責

任，就唯有作出請辭的艱難決定，「同有人演繹
為民望高低係兩碼子嘅事。」
林鄭其後會見傳媒時，特意以英語再解釋其

「辭職論」，指有傳媒誤會言論與選舉期間的民
意調查評分高低有關，重申言論是表達自己信任
市民、不會不理會市民反應。
她強調，既履行到特首功能，又認同到市民意

見，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沒有問題。
被問到有否主流民意與特首責任衝突的具體例

子，她指要等待一些事件發生後，才知道社會對
此的反應、主流意見是如何，不希望傳媒過分演
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港
產片《歲月神偷》
在2010年柏林影展
得獎，引起社會對
電影拍攝地永利街
保育問題的關注。
特首候選人林鄭月
娥昨晚在fb上載最
後一集的「重遊中
西區」短片，到這個滿載港人集體回憶的「老地方」，細說保育永利
街的前因後果。
林鄭月娥在片中表示，永利街一帶本來是市區重建項目範圍，原
先計劃清拆並興建高樓大廈，但今天可以保留下來，全賴「天時地
利人和」。她憶述，自己小時候在堅尼地道上學，堅尼地道有「鳳凰
臺」，讀大學的時候沒有住宿舍，和同學一起租了「桃李臺」。由於
這些「臺」多數沒有車路可達，平日鄰里間的小朋友就在「臺」上嬉
戲，跳繩、踢波，常常一起吃飯，鄰舍精神非常濃厚的。

《歲月神偷》迴響成契機
她坦言，自己對這一類「臺式」住宅很有感情，故捨不得拆卸永利
街。後來，在政府和市區重建局商量期間，《歲月神偷》上映，在社
會帶來很大迴響，港人都懷緬那份香港精神和情誼，於是給予她說服
政府和市建局的契機，將永利街保留了下來。
當日該電影的導演和主角也因為香港保留了永利街而感到高興和欣
慰，更特地托人致電感謝她保育了永利街。
鏡頭一轉，林鄭月娥帶大家到一街之隔，將活化作「香港新聞博覽
館」的「必列啫士街街市」。她介紹，這街市本屬小型的地區街市，
服務這裡的鄰舍一段很長日子，建築風格和灣仔街市類近，是保育中
環內相對小型的項目。
市井之地聽起來與新聞業扯不上邊，林太解釋，永利街很多商舖以
前都是從事印刷行業，因此這一帶都具有新聞色彩。
街市經過「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招標後，政府選擇將它活化為
「香港新聞博覽館」，向市民和遊客介紹香港新聞發展歷史。她說，
能夠與新聞教育基金處理這個項目感到非常有意義，希望這個項目能
夠早日完成。

「辭職論」被曲解 林鄭澄清非睇民望

短片細說保育永利街

■林鄭月娥到永利街大談保育經過。 視頻截圖

「鬍」亂邀功厚面皮
一被質疑即黑面

朱李月華：特首非只管財金

■金融服務界選委昨與林鄭月娥對話。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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