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忽遭抹黑「撕裂」皆因選戰
領導公僕協調能力獲公認 絕無私心得市民認同勉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自特首選舉

開始以來，候選人之一的林鄭月娥受到最多

無事實根據的謠言抹黑。她昨日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談到自己參選以來的風風雨雨。她表示，自己領導團隊、協調解決

爭議的能力，在政府內得到公認，現在突然被攻擊為「撕裂2.0」，實在

毫無根據，並相信都是因選戰而起。就近日所謂「匿名高官」指她「扣

起」公屋土地一事，更是無中生有和憑空捏造。「我的勇氣，在於我絕無

私心，從政只是為了服務市民。」令她最感動的是，自己近期頻繁落區常

有各界市民主動和她握手並鼓勵她：「多謝妳肯為香港站出來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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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在訪問中對另一候選人曾俊華
指稱她是「撕裂2.0」深感不公。她

說，自己近年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彌補行政、
立法關係，協調公務員團隊跨部門工作，之
前從來沒有這種針對她個人的、毫無根據的
指責。至於近日有所謂「匿名高官」指稱她
拒絕增加公屋土地供應一事，更是無中生
有、天方夜譚，只要翻查房屋督導委員會會
議記錄就一清二楚，又以為媒體會核查消息
的真偽才會刊登新聞，她對此深感遺憾（見
另稿）。
林鄭月娥強調，自己參選以來堅持「君子
之爭」，絕不進行「匿名信」抹黑、亂扣負
面「標籤」和人身攻擊等小動作，但「煮到
埋來」也只能無奈應對。她相信突然產生
的、眾多前所未有的、針對她個人的指責都
是由於選戰，希望選舉結束後就能結束這些
無謂攻擊，大家齊心協力推動香港發展。

出手解決曾俊華拒答事件
在協調解決爭議方面，林鄭月娥舉例，
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席立法會時，突然
拒答因「玩誓」被司法覆核的數名議員的提
問，立法會主席立即打電話給她，指曾俊華
如此做令會議無法進行下去。林鄭月娥立即
協調政府和立法會商討事件，迅速達成協
議，當天就解決了這次爭端。
她承認自己是個率直的人，常有身邊工
作人員說：「Carrie，你少說一句就好
了。」但自己性格拒絕推托，也正因為勇於
承擔，政府部門之間的爭議都由她出面協調
解決。人口政策、兩地合作、環境保育等需
要多部門合作的政策，都由她來主持。
林鄭月娥強調，自己從不挑選同事，也
從不斥責下屬，因為她相信做政務官的都是
優秀人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當然自
己對工作要求較嚴格，但寫同事的評估報告
很「手鬆」，下屬升職速度都較快。一些同
事寧願多留幾個月完成手頭工作，而不立即
升任新職位，相信是由於「跟林太工作」更
有做出實效的成功感和滿足感。

做實事無暇回應不公指責
她指出，自己領導團隊、解決爭議的能
力在政府內得到公認，現在突然反被攻擊為
「撕裂2.0」，實在毫無根據。不過，香港

現在的確有很多心結，不少市民不信任特區
政府、擔心中央過分干預香港、年輕人苦於
「上樓」和上流難，加上經濟、民生、民主
等各方面累積的難題等。她的競選策略，一
如她以往的做事方法，就是坐言起行、與民
共議，腳踏實地一步步去解決這些「香港
結」。也因此實在沒時間顧及個人形象，及
一一回應各種不公指責。
林鄭月娥坦言，自己決定參選的時間很
倉促，準備不足，但迄今已與各界人士會面
逾百場，和各界別代表、包括反對派選委的
溝通都暢通無間，卓有成效，又頻頻落區與
各界民眾接觸，相信智慧在民間，所以一定
要親身去了解民眾的想法。
她指出，其實自己以往一直注重落區和直接

溝通，只是由於落區目的是做事而非做秀，因
此很少通知媒體。她雖然沒得到反對派的提名
票，但與反對派界別的溝通比另外兩位候選人
還多，相信一些真心希望政府做實事的反對派
選委，在投票時會轉投她一票。
林鄭月娥指出，行政長官的職責是向市
民負責，同時要向中央負責。對於中央的支
持，林鄭月娥表示很感謝，證明自己過往的
工作得到中央認可。但在目前泛政治化情況
下，中央的支持或反而成為選情的負面因
素。

盼做好中央港人溝通橋樑
她認為市民對中央的誤解是不應該出現

的，中央真心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推
動經濟、民生和民主向前走，與市民的利益
完全一致。若自己當選，將盡力做好擔任中
央和香港橋樑的職責，促進中央和香港的充
足溝通、互相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特首候
選人林鄭月娥昨日在電台訪問中承認，
市民住房需求缺口巨大是最重要問題，
認為香港不是沒地，而是沒能達成拓展
房屋用地的共識。她表示，若當選會實
施「政府新角色」、「理財新哲學」兩
大施政新風，推動民眾拓地共識，活用
政策釋放土地潛力，打造與「商業市
場」相對應的「港人自住」市場，為市
民打造置業新階梯。
林鄭月娥表示，市民住房需求得不到
滿足，無疑是市民最關注的問題，在歷
年民意調查中，「上樓」要求都排名首
位。她認為，私人房地產市場政府不應
干預，否則違背「自由市場」的原則，
但市民的住房需求不能忽視，有必要另
行締造一個專供港人自住的房屋市場。
她指出，要增加市民住房，就要增加

土地供應，香港有很多土地可供發展，
如新界棕地、大型房地產商手中囤積的
農地、維港兩岸填海用地、舊區改建和
一些偏遠的效野公園土地等。但要增加
土地供應，就會遇到各持份者的阻力，
如填海和開發郊野公園遇到保育團體反
對，開放棕地影響目前土地使用者生計
等。

政府需協調持份者尋共識
林鄭月娥承諾，她一旦當選，會推動

「全民共議」，徹底解決拓展土地問
題。這就需要推行她所主張的另外兩項
施政新風，那就是「政府新角色」和
「理財新哲學」。在香港面臨內外多種
挑戰下，政府僅提供公眾服務已遠遠不
夠，要積極協調、領導各持份者達成共
識。

她坦言，房屋問題就需要政府協調公
眾決定拓地大方向，不能任由各界無了
期爭議下去，以致一事無成。特區政府
理財亦不應再墨守成規，比如可以放寬
居屋補地價限制，推動居屋進入租務市
場，促進居屋流動性，釋放住房潛力。

批舊財策僵化阻住屋流動
林鄭月娥直指，政府財政儲備十分充

裕，為何不能為市民提供一些政策優
惠？以往政府理財僵化，既然市民購買
居屋享有折扣，想「流動」就必需先
「回水」補地價。這種僵化理財方式，
令很多釋放土地資源的建議無法實施，
一方面造成大量房屋資源閒置，另一方
面市民迫切住房需求得不到滿足。這種
理財方式已不能滿足社會需求。
林鄭月娥認為，其實除了政改問題，

本港各政團對政府各項政策並無根本對
立。她有信心在三大施政新風下，創下
不同持份者共同參政議政，齊心協力解
決各項「香港結」的新局面。

釋地建「港人自住」置業階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3名年
輕人因參與旺角暴亂罪成而各被判囚3
年，其中兩人更是學生。特首候選人
林鄭月娥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尊重
司法制度，但對於有學生因此獲罪感
到難過。她指自己若當選，首要工作
是改革教育，希望與教育界不同政見
者共商，如何將新增50億元經常性開
支用在最迫切需要的地方，改變以往

一次性臨時撥款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並由此開始「團結各政團做出實事」
的管治新風。
林鄭月娥表示，教育改革存在諸多迫

在眉睫問題，如政府推行15年優質免費
教育進一步落實，要在7月前推出幼稚園
教師薪級表，及中學生數目下降、合約
老師憂慮失業等問題。特區政府以往做
法，是批出一次性臨時撥款，讓業內自

行解決。「若我當選，會立即新增50億
元經常性開支，力求由根源解決教育界
存在的種種問題。」

昔日臨時撥款治標不治本
她續說，在自己與教育界溝通中，雖

然業內存在教協和教聯兩個政治立場對
立的團體，但其實兩團體之間逾90%的
主張都是相同的，只有不足10%的政治
立場對立，「那為何不能先就逾90%相
同（立場）達成共識、付諸實行，卻放

大那不足10%的區別而止步不前？」
林鄭月娥說，推動教育改革的過程中

將推行她所提倡的「管治新風」。那就
是不注重政治立場量才施用，致力於增
強各持份者的溝通，堅持公開透明的施
政宗旨，在政策訂立早期先行和各政黨
溝通，爭取各政黨支持。她很有信心通
過教育改革中，創下不同政見者成功合
作的先例，進而將這種「管治新風」推
而廣之到各個施政範疇，逐步解開因政
見不同妨礙發展的「香港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特首
候選人林鄭月娥此前在記協論壇上，
一句「港台唔掂」惹起爭議。昨日在
港台節目中，林鄭月娥再被主持人追
問「唔掂」在哪裡，林鄭月娥坦承自
己因個性使然，說話有時欠仔細考
慮，其實當時有點說笑的意思。但她
的確認為目前本港新聞報道不夠持平
全面，若當選會與港台開會推動改
革，希望能做出真正公正全面、具備
新聞價值、可以滿足市民了解真相需
求的新聞。
林鄭月娥以立法會開會為例，批評

本港新聞報道的不足。她說，立法會
會議中，政府和議員們交鋒過程中其
實有很多有價值的地方，官員推行政
策會列舉各種理據，議員提問亦有很
多值得考慮的角度。電視台播新聞時
當然要剪片，但往往只播出一些議員
斥責官員的片斷，這就造成市民以為
議員罵官員就是會議主要內容，而不
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她強調，自己並不是要求媒體不

能批評政府，而是希望媒體更加持
平公正，滿足市民了解事情真相的
需求，這才是新聞價值所在。比如
播片時平衡一點，既播放議員的批
評，也多播放些官員闡述的理據，
讓市民能更真確了解所關心的議

題，這是媒體應有的職責。
林鄭月娥承認，若當選會面臨很多更緊迫的

事務，但會將港台改革提上議程，希望能與港
台研究未來路向，由政策、資源兩方面推動港
台改革。她並非要求港台新聞只能正面報道，
而是希望報道更全面、更深入，讓市民能由港
台新聞中了解事情的本來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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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民主黨
前主席劉慧卿日前引述已退休的「高級政
務官」稱，如果林鄭月娥當選特首，最少
有3個常任秘書長會離開政府，翌日更有
報章專欄引述多名「官場中人」估計，有
意離開者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秘（庫
務）謝曼怡及其任公務員事務局常秘的丈

夫周達明，更稱官場盛傳林鄭年前「鬧
喊」謝曼怡。謝曼怡昨日強調沒有這回
事，自己會緊守崗位。
謝曼怡昨日出席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前，

被大批傳媒追訪。被問到有否被林鄭月娥
「鬧喊」時，她強調沒有這回事。而自己
作為公務員，任何時候都會緊守崗位，表

明不會因林鄭當選而辭職，也不評論其他
人的言論。
曾任保安局局長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昨日坦言，不相信有常秘會提早退休，
「事實上我哋有啲常秘都夠鐘退休。」林
鄭月娥是資深政務官，不應因為一封匿名
信就指公務員很不滿對方，又希望林鄭一
旦當選，「會識得點樣處理同事嘅情緒，
搞好團隊嘅關係，好好帶領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直為
特首候選人曾俊華「打氣」的親反對派報
章《蘋果日報》，日前上載一封聲稱為
「資深政務官」寫的公開信，聲稱另一候
選人林鄭月娥在任發展局局長期間，「扣
起」土地供應清單。林鄭月娥競選辦公室
發表聲明，強調上屆政府已成立了由財政
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小
組」，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都要向該小組
匯報。
競選辦批評有關的匿名指控完全捏造，

毫無事實根據。
在該名「無名無姓」但自稱「資深政務

官」的匿名信中，聲稱林鄭月娥在出任發
展局局長期間，「她不相信要這麼多土地
供應，覺得公屋供應已足夠，毋須向房委
會提供土地，連前特首曾蔭權不斷催促她
要提供土地供應清單，她也置之不理，其
實發展局手上早已有清單，奈何是林鄭沒
有交出來予曾蔭權。」

批《蘋果》刊匿名信捏造
林鄭月娥競選辦對《蘋果日報》發表的

匿名指控表示深切遺憾。「這些指控完全
捏造，毫無事實根據，也必須指出，提出
匿名指控的 『已退休高官』 並沒有提供

任何證據。」
競選辦在聲明中強調，「時任發展局局

長的林鄭月娥，在提供住宅用地及其他商
業需要用地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每年均
於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案演辭公佈後的
年度賣地計劃記者會上公佈及清楚記
錄。」
另外，土地供應工作需要團隊協作，涉

及其他政策局、規劃和地政部門。「這些
工作均須向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房
屋用地供應督導小組』匯報，該督導小組
於上屆政府成立，並由發展局提供秘書處
服務。」

供地須上報財爺 被屈扣地無可能

謝曼怡緊守崗位 澄清無被「鬧喊」

■林鄭月娥出席電台節目指，近期針對她的
抹黑，相信都是因選戰而起。

■林太日前被曾俊華指是「撕裂2.0」，深感不公。圖為她早前落區，市民爭相合照。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希望為市民打造置業新階梯。
圖為她任政務司司長時參觀房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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