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選人體育政綱比拚
林鄭月娥
■在推動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基礎上，加強在學校

提供的體育教育及培訓。
■加快推動「啓德體育園」大型項目，讓香港成為世界級的體

育城市。
■落實「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改善地區康體設施。
■加強香港體育學院研究深化培養精英運動員的策略及改善相

關配套，並在有需要時提供額外資源。
■在現有基礎上增撥資源持續推行各項支援退役運動員發展的

計劃，包括協助他們進修、就業、創業等。
■體育盛事能提升市民對運動的興趣，並為相關的經濟產業帶

來裨益，應研究提供誘因，吸引企業贊助大型體育活動。

曾俊華
■全力推動「啟德體育城」的建設。
■制訂香港體育十年發展計劃。
■為香港體育學院增撥資源，進一步改善職業運動員的待遇。
■與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研究，給予在國際體育比

賽中獲取佳績的運動員更多獎勵。
■爭取更多大型體育活動在香港舉行。
■設立文化體育局，以綜合創意產業及發展體育的職能，同時

主導文物保育政策。

胡國興
■除了現有精英運動員培訓之外，建議在中小學鼓勵體育運動

等另類教育。

資料來源：各人政綱 整理：聶曉輝

體育界選委貝鈞
奇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指出，林鄭月娥

與曾俊華有關香港體育發展的政綱均
大同小異，同樣大力支持體育發展，
例如場地設施及對體育會與運動員的
支援方面，亦希望引入更多體育盛
事，打造更多香港體育品牌。不過，
林鄭月娥過去一直實事實幹，在擔任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時已積極推動
香港體育發展，是 3名候選人中最
「做實事」的一人，並相信由她擔任
下屆行政長官，會領導香港體育有更
好發展。

促建成將軍澳單車館
林鄭月娥於2006年3月至2007年6

月底擔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貝
鈞奇指出，她當時已積極推動香港體
育發展，更曾於2006年亞運前往多哈
為運動員打氣、與他們接觸及溝通。
他透露，當時香港缺乏一個符合國際
標準的單車場館，「林鄭月娥極力爭
取建館，促成現有將軍澳單車館的建
成，國際單車界年度盛事『場地單車
世界錦標賽』下月更首次於將軍澳單
車館上演。」
貝鈞奇坦言，候選人總會在政綱上

侃侃而談其理念更宏願，但可能講得
理想，實際卻未必做得到，惟卻肯定
林鄭月娥是一名「做實事」的人，
「她對香港社會有貢獻，行政管治亦
充滿經驗。」他續說：「有人曾問
我，曾俊華都經常提及關心體育與喜

歡體育，更玩劍擊，體育界不是應該
支持嗎？但我認為，林鄭月娥是一名
真正做實事的人。」

支援退休證關心運動員
貝鈞奇指出，林鄭月娥於政綱上提及
支援退休運動員的出路，足證她十分關
心運動員的發展，及如何可在運動員的
再培訓方面提供多一些配套，「許多運

動員很年輕便退役，他們仍有漫漫長
路，可以擔任教練，可以專注體育發
展，亦可重返校園。」
他坦言，特區政府過去在這方面的

支援稍為不足，以致有上世紀七八十
年代的球王在退役後的生活並不理
想，到近年才有多一點支援，「希望
未來有更大改善。」

■記者 費小燁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小圖小圖，，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提倡加快推動提倡加快推動「「啓德體育園啓德體育園」」大型項大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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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讚林鄭團結公僕
做事盡心盡力 與同事關係好 絕非「自以為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李摯）近日有不同冷箭從暗角射

出，試圖中傷特首候選人林鄭月

娥，聲稱她在政府工作期間「自

以為是」，「鬧喊」同事云云。

前政務司司長、曾為林鄭月娥

「上司」的唐英年昨日則駁倒有

關說法，強調林鄭月娥做事一向

盡心盡力，能關心也能團結公務

員團隊去做事，與公務員同事關

係良好。對於流出有關的說法，

唐英年笑言，選舉期間就是會有

「不同消息」，而自己並不認為

她「自以為是」，會繼續支持

她。

明捧特首候選人曾俊華的《蘋果日報》，日前刊出
一封自稱為「資深政務官」的匿名信，聲稱林鄭

月娥任發展局局長期間，「扣起」土地供應清單一
事。林鄭競選辦已澄清土地供應須上報由財政司司長
擔任主席的「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小組」，每年亦須在
財政預算案後的記者會交代，無可能有「扣起」的情
況。其後，再有林鄭月娥「鬧喊」常秘的說法流出，
更聲言若林鄭月娥擔任特首，該名官員會離開政府云
云，但被影射的該名官員日前亦已澄清絕無此事。

指選舉期間有「不同消息」正常
唐英年昨日在出席活動時，被傳媒就近日連串冷箭問

題作回應。他力撐林鄭月娥，讚揚林鄭月娥做事一向盡
心盡力，「一向都非常之關心同埋團結一個團隊去做件
事。」他續說，公務員士氣很重要，在政府內最重要的
是團結十多萬公務員同事，若士氣好，做事亦更有效率。
唐英年強調，對政府高官要求較高是應該的，有利

於做事，不認為林鄭月娥自以為是。他進一步指出，
林鄭月娥與公務員的關係良好，同時因為她能力很
高，政府團隊亦很欣賞她。
唐英年笑言，選舉期間有「不同消息」很正常，但

比起上屆選舉，有關問題已經不算嚴重。他又點評三
名候選人於早前選舉論壇時表示，三人均展現真性
情，認為林鄭月娥「熟書」，了解政策；曾俊華則
「開朗幽默」；而胡國興因為欠缺行政機關工作經
驗，表現不及前兩者。他重申，自己支持林鄭月娥擔
任特首，亦有信心選委在周日投票時會選出有心服務
市民的人選。

曾鈺成：林鄭工作認真 非「控制狂」
就中策組前顧問劉細良近日點名聲稱林鄭月娥是

「控制狂」、不能勝任特首一職。立法會前主席曾鈺
成指出，自己與林鄭月娥相識多時，認為對方是個十
分了解政府政策、工作認真的人，未發現她是個「控
制狂」。
他認為，不願意聆聽別人的意見，不願與人合作，

確實不會是一個好的領袖，但在未有事實根據時，不
能把相關指控胡亂套入任何一位特首候選人身上。
他坦言，在選舉期間存有各種針對候選人的評論、

意見，是選舉活動的一種現象，相信公眾和選委都會
全面考慮候選人的整體質素，經客觀評審，選出為香
港做實事的特首。

政 綱 比 拚 之 十 一

推動體育發展 林太着墨最多

企業家拍片支持：有承擔有遠見
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的競選辦日前上載

一段獲熱中於藝術的企業家羅揚傑支持的
短片。羅揚傑在片中表示，年輕一代需要

機會和平台讓他們發揮，並讚揚林鄭月娥熱心推動本港的創
意工業和文化藝術，更樂於聆聽、有承擔，是一位有遠見的
領袖。
羅揚傑是上市公司「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兼
總裁羅仲榮之子。他自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到英國倫敦的
文華東方做實習生，工作包括洗碗、倒垃圾、拖地板等，回
港後加入香格里拉酒店做項目拓展，其後與友人成立餐飲集
團「Press Room Group」，又和一班老友成立慈善組織「香
港設計大使」（Hong Kong Ambassador of Design），利用
多元化的體驗與教育活動，推廣設計、創意和本地文化，向
大眾推廣設計藝術。
他在短片中指，香港目前的情況極具挑戰性，問題具層

次。一個城市，除了金融與經濟發展等宏觀概念外，年輕人
或剛畢業的人都希望有一個平台或機會做自己有熱誠而令自
己驕傲的事情，香港現時需要一個有遠見的人。

「唯一一個會做正確事情的人」
他表示，雖然香港仍保留自己的價值，其實本港慢慢地已
被鄰近城市某程度上蓋過，而林鄭月娥是唯一一個會做正確
事情的人，做領袖沒可能取悅全世界，因為需要做正確的
事。雖然對方好像「一副官員的樣子」、「一副poker
face」，但與對方談話就出乎其意料之外，事實她相當平易
近人。
談到自己熱愛的創意工業或文化藝術，羅揚傑直言，有很

多項目如果沒有林鄭月娥幫忙是做不成的。他舉例指，早前
著名英國雕塑家Antony Gormley在香港十多幢大廈設置了
作品，那項目如果沒有林鄭月娥幫忙應該不會發生。
林鄭月娥在不同崗位上雖有需要先後處理的事，但整體而

言多年來她願意聽，也是為了香港好，故林鄭月娥有膽識、
有承擔。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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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林鄭月娥的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向記
者表示，林鄭月娥實事實幹、有魄力，是擔任特首的好人
選，「其實選特首係好大犧牲，幾乎祖宗18代都俾人罵，
而她（林鄭月娥）不怕走出來，我相信佢唔係為錢，而係有
心為香港。」他又以岳飛背刺「精忠報國」的故事，寓意林
鄭月娥為國為港效力的決心，「我認為她做得到。」
胡珠指出，林鄭月娥過往在社會福利及民生政策方面有不
錯的成績，故「對她信心好大」，自己就曾向林鄭月娥談及
飲食業界的苦況，如人手短缺及租金壓力很大等。他相信若
林鄭月娥擔任特首，對方會明白及有魄力去解決問題。
被問到網上有不少人聲稱林鄭月娥不適合擔任特首，胡珠

指出，網上可能有人要與中央對着幹，而目前有不少事在網
上也被政治化，故這些聲音「不代表全部人都係咁諗」。
他強調，擔任特首的人是要有威信及魄力，「唔係淨係吹

水就得，要做到實事」，又不可以將殖民統治作風及「唔做
唔錯」的官僚作風帶入新一屆政府。他認為，林鄭月娥是擔
任特首的好人選，更以岳飛背刺「精忠報國」故事，其中岳
母向岳飛提問的兩句「使汝異日得為時用，其殉國死義
乎？」贈予林鄭月娥，相信她為國為港效力的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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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揚傑羅揚傑 短片截圖短片截圖

港人熱愛體育，香港運動員近年亦屢屢
在國際賽事上取得驕人成績，相信隨着啓
德體育園的落成，香港體育將進一步普及
化。體育的未來發展十分重要，3名特首
候選人俱在政綱上提出不少建議，其中以
林鄭月娥着墨最多，提出的建議也最具
體，更是3名候選人中唯一一位提及要增
撥資源以支援退役運動員的候選人。有體
育界選委指出，林鄭月娥擔任民政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時已積極推動香港體育發展，
並讚揚她是3名候選人中最「做實事」的
一人。

唯一提增資源 援退役運動員
在上世紀中葉以後的一段時間，香港足
球曾稱霸亞洲。2009年，香港足球隊更擊
退眾多強敵，勇奪東亞運金牌；「風之
后」李麗珊於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為
香港取得至今唯一一面奧運金牌；「牛下
女車神」李慧詩屢次揚威單車國際賽場；
近年香港運動員於乒乓球、壁球、羽毛
球、桌球、體操等多個項目成績斐然，拳
壇「神奇小子」曹星如更是無人不識，足
證香港體育絕非「垃圾」，更必須持續發
展、作育英才。
林鄭月娥在競選政綱中，主要分7個部
分去闡述其施政理念。在「置業安居 宜
居城市」的部分中，她以3個小節分別提
及「體育發展」、「文化藝術」與「文物
及歷史」的理念與建議。另一名特首候選
人曾俊華則在其分為18個章節的政綱上，
以其中一節提及文化體育。
他們在香港體育發展的理念近似，同樣
希望普及體育，同時加強對運動員的支援
與培訓，及為香港引進更多體育盛事。
不過，林鄭月娥的政綱內容較具體，更

深入地解釋每一項建議欲達至的效果，亦
特別關注運動員退役後的生活，希望能為
他們提供更多支援。

倡增學校培訓 打造活力一代
林鄭月娥的體育發展理念，是要在推動
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基礎上，
加強在學校提供的體育教育及培訓，讓學

生強身健體之餘，亦可提升自信心和團隊
精神，成為更健康、更有活力的新一代。
因此，她提出要加快推動「啓德體育

園」大型項目，讓香港成為世界級的體育
城市，並應落實「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
劃」，改善地區康體設施。
香港體育學院多年來均為香港體壇巨星

的搖籃地，林鄭月娥也在其政綱中提出加
強香港體育學院研究深化培養精英運動員
的策略及改善相關配套，包括教練培訓、
運動科學、運動醫學等，並在有需要時提
供額外資源，提升本地運動員的國際水
準。

研吸企業贊助 辦盛事促經濟
眾所周知，大部分運動員的運動生涯

短暫，不少更於退役後要為生計煩惱，
林鄭月娥是3名候選人中，唯一一人提
出在現有基礎上增撥資源持續推行各項
支援退役運動員發展的計劃，包括協助
他們進修、就業、創業等。她又認為，
體育盛事能提升市民對運動的興趣，並
為旅遊、酒店等相關的經濟產業帶來裨
益，政府應研究提供誘因，吸引企業贊
助大型體育活動。
曾俊華則在競選政綱中稱，必須不斷加

強體育和康樂的軟硬件建設，同時培育未
來的精英。
他提出要全力推動啟德體育城的建設、

制訂香港體育十年發展計劃、為香港體育
學院增撥資源，進一步改善職業運動員的
待遇。
他又建議要爭取更多大型體育活動在香

港舉行，及設立文化體育局，綜合民政事
務局、發展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有關文
化創意產業及發展體育的職能，連同政府
新聞處及香港電台，同時主導文物保育政
策。
另一名候選人胡國興在政綱上有一節提

及「文化藝術和體育」，但除理念外，只
得4點建議，「推動體育」方面連同標點
符號亦僅得66字，篇幅極少，只建議除了
現有的精英運動員培訓之外，應在中小學
鼓勵體育運動等另類教育，以支援學校在
知識學習以外的體育運動培訓及發展。

■記者 費小燁

貝鈞奇讚最「做實事」料領更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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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鈞奇（左
圖）指出，林鄭
任民政事務局常
秘時已積極推動
體育發展。右圖
為2006年多哈
亞運，林鄭月娥
（左二）親赴現場
為運動員打氣。

資料圖片

■曾鈺成指林鄭月娥是個十分了解
政府政策、工作認真的人，並非
「控制狂」。

■唐英年強調，林鄭月娥做事一向
盡心盡力，能關心也能團結公務員
團隊去做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