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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乃君子之爭 抹黑造謠不符社會期望
蔡德河 原全國政協委員
特首選舉進入倒數一周的關鍵時刻。由於選情複雜，針對特首候
選人林鄭月娥的傳聞和謠言恐怕陸續有來。選委和市民只要細心想

林鄭有心有力深孚眾望
首先，這封公開信遲不出早不出，到

想，這些謠言無中生有，突然蜂擁而至，目的不言而喻，不過為了 臨近選舉倒數階段才出，時機已令人懷
打擊林鄭，干擾選舉。林鄭是最符合中央提出「四要求」的特首人 疑；再者，以匿名信方式發表，這位資
深高官是否確有其人，讀者不得而知，

選，具有強烈的擔當精神和駕馭複雜局勢的能力，敢作敢為，有承 公信力又大打折扣。更令人不能接受的
擔有能力，不會作無原則的妥協，不為珍惜「羽毛」而和稀泥，這 是，信中數落林鄭的不是，明顯顛倒是
是中央和香港各界最欣賞的。大家希望特首選舉是君子之爭，在選
舉最後階段出現黑材料滿天飛，刻意抹黑他人抬高自己，這不符合
香港的社會主流價值觀，不利香港團結和諧，選委和市民不會被謠
言謊言誤導，一定會負責任地為香港選出有承擔有能力的特首，帶
領香港同行向前。
目前選情日益清晰，包括工商界在內
的大多數界別和廣大市民都傾向支持林
鄭，認為林鄭最符合中央期望特首的標
準，包括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
能力、港人擁護，最深孚眾望，以及根
據以往的政績、能力衡量，林鄭是特首
的不二之選。但是，往往越是到選舉的

尾聲，通常就會出現一些所謂爆炸性新
聞，意圖影響選舉結果。近日有報章登
出一名資深高官以筆名發出的公開信，
講述林鄭月娥在政府工作時的處事手法
和近年的作風轉變，列舉林鄭作出的諸
多「罪狀」。這封公開信的觀點根本站
不住腳，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非，強加罪名。
林鄭辦事認真，講原則、講規矩，對
己對人要求高，竟然成為頭條罪狀。加
強問責，提升管治成效，雷厲風行落實
政策，改變公務員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的作風，才能令市民受惠，這本是市民
的強烈訴求。作為領導人對下屬放任自
流 ， 「 做 又 36、 唔 做 又 36」 ， 一 齊
Hea 日子，這樣做，或許會受到下屬的
吹捧擁戴，但對香港沒有任何好處，廣
大市民絕對不會歡迎。
至於民望高低的問題，這更加從另一
個側面說明林鄭有承擔、敢作為。林鄭
任內主理過丁屋僭建、政改諮詢、國教
事件等棘手問題，林鄭都迎難而上，不

會因為顧及個人的民望得失，不會為了
怕得罪人而放軟手腳，這才是作為從政
者難能可貴的品質。
林鄭遇難事不退縮，歷經考驗，展
示出過人的能力和擔當精神，正是香
港最需要的特首人選，香港需要一個
有魄力、有能力、「好打得」的領
袖，推動落實一些重大而具爭議的政
策，令香港實現新突破。民望一時高
低，不能成為影響選委和市民選特首
的決定性因素。
此次特首選舉，梁振英因為家庭原
因，不再角逐連任，特首選情出現重大
轉變，在此關鍵時刻，林鄭月娥放棄退
休後享受安逸的計劃，毅然挺身而出，
準備接受新挑戰，就是愛香港、對香港
有承擔的表現。

符合中央「四標準」的不二之選
今年兩會期間，特首梁振英當選為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七常委分別與
梁振英握手表示祝賀，習近平主席更
與梁振英交談超過一分鐘，規格之

高，前所未見，充分
顯示中央對梁振英擔
任特首工作的高度肯
定，說明中央對港政
策不存在換人換路線
的問題，也是對林鄭
競逐特首的最大鼓
勵。作為香港特首一定要立場堅定，
迎難而上，不辱使命，全面準確貫徹
中央對港的方針政策，確保「一國兩
制」落實不變形、不走樣，就一定能
獲得中央信任、港人擁護。
香港面臨的挑戰不容低估，既要維護
國家安全和利益，又要把握機遇加快發
展，是中央對港一以貫之的期望和要
求，這也符合港人的最大利益。選委和
廣大市民應支持選出符合中央「四標
準」的新特首，帶領香港排除干擾，集
中精力，把握機遇，同行向前。林鄭
30 多年來勤勤懇懇服務香港，處變不
驚，行事果斷，相信選委和市民對特首
人選已心中有數，一定能為香港作出明
智抉擇。

中美關係總是在美方改正錯誤中前進

有心有力增資源 締教育驕人成就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美國新任國務卿蒂勒森首次訪
華。目前，中美面臨朝鮮半島危
機升級和美韓部署薩德破壞地區
平衡的難題，自然還有中美關係
發展的大方向問題。從蒂勒森訪
華的結果看，再次印證筆者的判
斷，那就是長期以來，中美關係
總是在美方改正錯誤中前行。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蒂勒森時
指出，我同特朗普總統通過通話
和通信保持良好溝通。我們都
認為，中美兩國完全可以成為很
好的合作夥伴。只要雙方堅持這
個最大公約數，中美關係發展就
有正確方向。中美共同利益遠大
於分歧，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選
擇。要從長遠和戰略角度看待中
美關係，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關切，維護中美關係大局穩
定。蒂勒森表示，特朗普總統高
度重視同習主席的通話聯繫，期
待盡早舉行兩國元首會晤，並有
機會對中國進行訪問。美方願本
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贏的精神發展對華關係。
筆者認為，蒂勒森首次訪華的
成果，是強化中美關係在特朗普
任內，依然是「不衝突不對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基調。
至於朝鮮半島的核問題和薩德問
題，並不是一時半刻能夠達至共
識。但是，筆者相信，中國不容
許朝鮮半島「生戰」、「生亂」

的決心，美方是收到了。蒂勒森 符合美國利益。相反，也許合作，
被問及對朝動武的紅線在哪裡時 在經濟上互補，更有利特朗普第一
也說：「我們都同意，目前半島 個任期加速美國經濟回升，創造更
局勢相當緊張，我們要竭盡所能 多就業機會，為連任打下基礎。
特朗普競選時對華不友好，當選
避免任何形式的衝突爆發。」
事實上，美國的最大利益不是 後與蔡英文通電話，到後來改正錯
對朝動武，而是保持半島的緊張 誤，特朗普重申「一個中國」原則
局勢，藉以牽制中國、朝鮮和韓 未改變，可以肯定，特朗普政府有
國，並強化在半島駐軍的權力。 改正錯誤的務實精神。特朗普明
實際上，朝鮮尚不能威脅美國本 白，「一中原則」作為中美關係的
土。相反，美方一旦對朝動武， 基石，是不可撼動的。
再將眼光看遠點，美國民主、共
韓國則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韓
國不可能率先動武。因此，中國 和兩黨政府似乎常常做同一件事，
外長王毅提出朝鮮「核試」和美 就是及時改正對華政策的錯誤，使
韓大規模軍演雙煞停的提議，具 中美關係30年來不停頓向前發展。
有無可辯駁的合理性，也是半島 而這30多年，中國崛起是不可阻擋
真正實現和平的道路。歷史的發 的歷史潮流，正視中國實力的增長
而確立「不衝突不對抗」的基本政
展，會證實這一點。
在蒂勒森訪華，以至中美元首短 策，符合美國利益。
期內將實現的會晤，
因特朗普上任的「不
確定性」為中美關係
帶來的陰影，可能
「陰轉小晴」。當
然，這不意味中美在
戰略上、在經貿往來
的重大分歧完全消
除。但是，特朗普政
府也意識到，明槍明
刀和中國對抗，不是
上策，在台海政策生
變，在南海生事，在
■3 月 18 日，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右）在北京
經貿開戰，都未必最
歡迎來訪的美國國務卿蒂勒森。
歡迎來訪的美國國務卿蒂勒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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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法律漏洞 加強露宿者管理
莊永燦 律師 油尖旺區議員
根據社會福利署（「社署」）
的資料，截至今年 1 月，全港露宿
者有大約 900 人，其中在油尖旺區
露宿人數共有 327 人。現時由救世
軍營辦的露宿者綜合服務隊
（「救世軍」），專為露宿的人
士提供服務。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近年在
各區開展服務，服務油尖旺區的
新生精神康復會油尖旺安泰軒
（「安泰軒」）救世軍協作，按
個案情況在精神健康層面為露宿
者提供評估及適切的服務。此
外，救世軍亦與相關的非政府機
構協作，加強輔導和支援少數族
裔及有濫用藥物的露宿者。
特區政府及社會機構對露宿者照
顧有加，但露宿者問題值得關注。
我舉下列3個個案，供各界了解。
第一個個案，在舊油麻地警署
後方（加士居道天橋底一帶），
現 在 約 有 12 名 露 宿 者 在 該 處 生
活。該處的露宿者流動性極高，
不時有新露宿者加入。社署、救
世軍聯同區內的義工團體於去年
12月及今年2月進行探訪，向該處
的露宿人士派發禦寒物資，勸喻
他們早日脫離露宿生活。現時該
處的 12 名露宿者，經過救世軍持
續的勸喻，其中 5 名露宿者正考慮
接受服務，其餘的露宿者大部分
對接受服務反應冷淡，有些甚至
表明拒絕接受服務。
第二個個案，在塘尾道與亞皆
老街天橋底，有 3 名露宿者，社署

多次勸喻該處的露宿者接受支
援。經過救世軍的勸喻，其中 1 名
有居所的露宿者已返回原居所居
住，其餘 2 名露宿者則表示不需要
任何福利服務。
第三個個案，在窩打老道及染
布房街交界行人天橋，有 11 名露
宿者在天橋上聚居，更搭蓋了構
築物，把它們當作房舍般，打算
長期居住。該處的露宿者流動性
極高，走了一些露宿者，新的露
宿者便會進駐。社署不斷向露宿
人士介紹相關支援服務，勸喻他
們早日脫離露宿生活。
根據救世軍近日的觀察，該處
有 3 名新加入的露宿者，救世軍正
了解他們的福利需要。雖然社工
持續進行外展探訪，但露宿者大
部分均拒絕接受服務，更拒絕透
露個人資料。

欠缺針對佔用街道的刑法
特區政府現行政策對露宿者採
取容忍態度，更花公帑對他們提
供協助，不斷進行勸喻，期望和
露宿者建立互信關係，最終說服
他們離開公眾地方。
我當油尖旺區議員已 9 年，長期
主持油尖旺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
的工作，目睹近年露宿者數目不
斷上升，有人當街睡眠、煮食、
排泄，令社區街道環境、衛生變
差。我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制定
新的政策，去解決露宿者惡化的
問題。

露宿者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
沒有居所、選擇在公眾地方住宿
的人士。針對此類人士，我建議
社署從速為這些露宿者搜集資
料，判斷他是否沒有居所，若果
真的無家可歸，社署應從速安排
一處臨時中轉居所，要求該露宿
者搬入中轉居所。若該露宿者拒
絕離開相關公眾地方，政府應提
出刑事檢控。
第二類人士是有居所的人士，
政府必須依據新例，雷厲風行，
對佔用公眾地方的露宿者提出檢
控，把他們移離相關的公眾地
方。
現行法例未有明確禁止居民佔
用公眾地方用作為居所。《警隊
條例》（232章）第10條規定，警
方有責任在公眾地方維持治安
等，警察對露宿者佔用公眾地方
而未有破壞治安的情況，未能採
取移離露宿者的行動。
食物環境衛生署亦只能在露宿
者佔用公眾地方並產生衛生問題
的情況下才採取行動。露宿者在
公眾地方搭建構築物，地政總署
亦只能在露宿者離開後才採取行
動。
政府部門對露宿者投鼠忌器，
欠缺執法板斧，只能勸喻他們離
開，收效甚低，令露宿者有恃無
恐長期霸佔公眾地方定居。 對於
法例上有不足之處，律政司必須
從速修例，令執法機關有法可
依，從根本上解決露宿者問題。

教育是投資未來，學生則是國家和社會的未來希望，
我們有責任培養他們成為有質素、有擔當，具國家觀
念、抱香港情懷，兼具世界視野的新一代。然而，教育
是用心、人影響人的百年事業，光給錢不能成功；但若
是資源不足，也無法讓教育締建驕人成就。
人才是香港最寶貴資源，也是最強的競爭本錢，因而
無論是政府、家長和學生本身，在教育方面的投資都幾
乎是不計較，在下年度的財政預算中，便在這方面預留
了 786 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的 21%。已投放的資源不
算少，但成效呢？大家只要參與家長聚會或加入親子群
組，便能即時掌握。
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亦不護短，坦承過量的功課和過
分重視評核令學生喘不過氣，削弱了學生在文化藝術、
體育、創意等的多元發展，也令家長疲於奔命。同時，
過度的審核、行政、文書工作減少了老師專注教學的空
間，更遑論照顧學生的情緒。至於連年不減、令人痛心
更擔心的學童自殺事件，顯示情緒健康是整體健康的根
源，社會必須正視。此外，教師編制、待遇和晉升等問
題都急待解決。
問題經已開列，但如何解決呢？這不再是候選人間的
形象和民望工程，而是憑能力、承擔和愛港心所進行的
比拚。有候選人押注在取消所有 TSA/BCA 等學業評
核，以及行政長官應否繼續出任大專院校校監之上，
這些都是「即食麵」式的競選承諾，如何實行？有何代
價？
猶幸，有候選人未被選票衝昏頭腦。林鄭月娥在認同
TSA 的過度操練對小學生造成不必要的壓力之餘，亦

明確指出評核原意有助了解全港小學的
教學進度和學生能力，本身並不是一件
壞事，一旦以「反彈式反應」全面取
消，恐怕有違設立的初衷，不是一個好
的做法。她承諾爭取在今年九月新學年
開始前與其他改革措施一起付諸實行。
只要大家不是以耳代目，究竟誰只求掌
聲？誰真心為下一代？大家都應心裡明白。
教育從來是重質不重量，沒有最好只求更好，不停向
前改進，是市民永無厭止的要求，也是政府永遠不能說
不的投資。作為財金官員，要對資源把好關，但若在庫
房水浸之時仍一刀切地硬守「0-1-1」（三年內減 2%開
支）的財政封套死線，即使笑容滿面、親和力強，但亦
是不折不扣的見錢不理人的守財奴。教育育人盡在心，
寧儲錢不使錢，教育還有希望？香港還有前途？
林鄭月娥提出要每年對教育額外投入 50 億元經常性
開支，這數額不震撼但窩心。因為該筆款額正可應用在
訂立幼師薪級表、改善中小學教師編制、將短期合約教
席轉為常額教席、增加對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的支援、
改善學校硬件及軟件建設和資助高中畢業生升讀自資院
校大學學位課程等現存關鍵問題之上。
而更有心的是，政策如何完善、資源如何運用？不是
官員說了算，而是與教育持份者尋求共議，由內行人與
政府坦誠磋商各個需動用新資源的項目，訂定緩急先
後，盡快達成共識，讓教育新資源可更快發揮穩住教學
環境、提升教師士氣和改善教育質素的作用。教育，真
的是要有心有力有資源！

須嚴正徹查
「民間全民投票」
洩私隱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由「公民聯合行動」舉辦的「民間全民投票」狼狽落
幕，只錄得尷尬的 5 萬「參與人次」，是否重複或當中
涉多少水分不論，與其目標的 100 萬人次相比，也實屬
極少數，怪不得戴耀廷施「系統被攻擊癱瘓」的苦肉
計，就連候選人之一的胡國興也表示，「特首選舉民間
投票」人數少，難作有效指標，可見「民間全民投票」
的失敗。
繼早前被網上群組揭穿了「民間提名」有洩露參與者
私隱的風險後，主辦方並未有吸取教訓，仍然一意孤行
地舉辦「民間全民投票」，結果不但「蝦碌」收場，更
令參與該計劃的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吃驚風散」。
境外網站 pastebin 日前聲稱逾 2 萬名 CE Civil Referendum 2017(即「民間全民投票」) 的參加者的香港身
份證號碼被披露，而該網站也刊出了多組疑似香港身份
證號碼，「民間全民投票」的參與者私隱疑被「賣豬
仔」到境外，不禁令人懷疑「民間全民投票」的保密工
作，以及是否涉參加者的其他個人資料。究竟為何境外
網站會掌握到此等疑似個人私隱？為何疑似個人資料會
流出境外？暫時不得而知。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較早前已關注該計劃的保安漏
洞，並作出公開呼籲。然而，是次「私隱門」在境外上
演「續集」，似乎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努力也是徒
勞無功。鑑於「私隱門」或涉參與者的其他個人資料，
以及其他參與者的個人資料，不論事件日後事態發展
如何，筆者認為公署有職責去跟進，並應嚴正徹查「公
民聯合行動」是否有人為疏忽，或在收集參與者個人資
料的貯存、處理方法和收集目的，以及是否會出現在境
外和為何被公開，公署有責任去確保類似事件不會重
演，並勸喻有關組織或個人日後不要再藉機收集市民的
個人私隱，並要求「公民聯合行動」交代是次收集私隱
的動機和洩露的解決方案。
「民間全民投票」從私隱的保密、處理，以至「實體
票站」的取消安排混亂，根本做事不認真，像小孩子玩
泥沙，難以想像參與者私隱的下落。「民間全民投票」
本身已是沒有法律依據可言，戴耀廷或自以為標榜「聰
明」卻被聰明誤，戴耀廷或是時候為所做的事「找數」
了。
行政長官候選人還包括林鄭月娥、曾俊華。

《成報》亂象與紅色通緝令
恭之平
《成報》在去年8月30日打響「變臉」後的第一槍，
並將主角定格在現任特首及其連任問題上，其政治指向
性十分明顯，顯然不是劍指 9 月 4 日的立法會選舉，有
理由相信是趁那段時間政治氣氛濃厚，國際輿論關注度
高，想搶閘將香港政情的焦點轉向隨後的特首選舉，從
而提早佈局，企圖左右選情，為特定候選人造勢。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因
此對《成報》來說，8 月 30 日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同
時標誌這份具有 78 年歷史的報紙，其報格、公信力已
被押上魔鬼的戰車，只為達成不可告人的政治陰謀和骯
髒勾當。
再分析其背後動機，人的因素至關重要。日前，媒體
曝光《成報》老闆谷卓恒涉非法吸收存款，遭國際刑警
發紅色通緝令展開全球追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
了。有本港網媒取得該紅色通緝令的文本，顯示通緝令

是於2月28日發出，全球警方可於該日起在國際刑警的
內部通訊中，知道谷卓恒已成為全球通緝犯。
可以想像，如果《成報》老闆谷卓恒為了騙取外國的
政治庇護，突然在政治上變臉，急就章出賣自己的靈
魂，如何取信於新的主子，確是一大疑問。更何況，作
為一個背負紅色通緝令的全球通緝犯，又有哪個國家敢
收容他呢？因此，谷卓恒這個「政治庇護」的如意算盤
恐怕已打不響。
上帝要人滅亡，必先令其瘋狂。只要看看連「肥佬
黎」最近也按捺不住，赤膞上陣撰文狂批曾經的「同道
中人」，指梁國雄、韓連山是「臥底奸細」，甚至大罵
胡國興「鎅票之心昭然若揭」，再回望官非纏身、誠信
破產，一心只為洗底漂白保命的《成報》老闆谷卓恒，
又是如何狗急跳牆、喪心病狂地攻擊現任的特區及中央
官員，也就不足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