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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探班打氣 勉港足爭光
盼亞洲盃發揮團體精神 倘當選增資源挺足運

探 訪 前 輩

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
昨日早上探訪快將90
歲的前布政司鍾逸傑爵
士，兩人更開心合照。
林鄭月娥在其 face-
book寫道︰「他是眾
多公務員的前輩，亦是
我多年來十分尊敬的長
輩。感謝他給予我支持
和意見，我們會繼續努
力！」

林鄭競選辦圖片

港足隊近年在國際賽事表現出色，
不少球迷和市民都以港隊為傲。

林鄭月娥昨晨在香港足球代表隊開操
前半小時，低調赴港會足球場探望正
在備戰訓練的香港隊。
足總主席梁孔德、行政總裁薛基輔
陪同林太在場邊觀看球員訓練。林太
與薛基輔深談，了解香港足球在過去
幾年的發展和需求，又和球員傾談，
了解香港隊及本港足球近況。

與球員閒談握手 認得「英雄輝」

林鄭月娥主動與部分球員閒談近況
及握手，其後，她和年輕守門員南華
的曾文輝交談，了解他的成功路。
當梁孔德、薛基輔向林太介紹正坐
在地上做物理治療的葉鴻輝，林太
說：「『英雄輝』，我認識！」
不過，葉鴻輝完全沒發現林鄭月娥
在旁邊，護理完傷勢就爬起來跑進球
場，大家都不禁發笑。
葉鴻輝事後摸頭傻笑說：「我完全

不知道林鄭月娥來了。可能我剛剛和
物理治療師說話，腳受傷了、只顧做
物理治療而沒看到其他事情。」
他希望特區政府給予實質的支持，
不單是到場打氣，其實港隊需要的是
球場，甚至整個香港足球圈也需要球
場，希望港府可建造更多球場。
梁孔德向球員介紹了林鄭月娥多年
來在體育工作上，長期默默幫助體育
界。他指出，現時工程進行得如火如
荼，將落成的將軍澳足球訓練中心、
啟德體育城等重大工程，林太都在背

後支持。
林鄭月娥在離開前，向香港隊送上
祝福，祝願港隊在今次賽事發揮團體
合作精神為香港爭光。

倡建新球場 加強校園推足球
林鄭月娥其後在facebook中發帖：

「今天我特意為代表香港的精英足球
員打氣。今日，他們就前往安曼和貝
魯特參與友誼賽和國際賽。足球運動
一直在香港很受歡迎，我知道有許多
年輕人都喜歡睇波甚至加入球隊。我
認為，政府應在足球發展方面加強工
作，興建新球場，除了現在建造的將
軍澳足球訓練中心外，亦要加強在學
校校園推廣足球運動。足球既是一項
團隊運動，又可以鍛煉年輕人的體
魄。在此，我再次預祝香港的精英足
球運動員，在海外比賽獲取佳績。」
林鄭月娥在競選政綱中提到「體育
發展」的理念，就是要在推動體育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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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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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體院培訓 提升港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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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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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個提出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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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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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潘志南）香港足球代表隊昨午赴黎巴嫩參加亞洲盃外圍賽。正忙於選

舉事務的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昨晨抽空探望晨操的香港隊，為香港加油。她表示，自己一旦當選

會投放更多資源支持香港足球運動發展，並祝願港隊在亞洲盃賽發揮團體合作精神、為香港爭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鄭治
祖）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前晚在選委舉
辦的特首論壇上，被另外兩名候選人及
反對派選委圍攻，但仍從容不迫，逐一
回應提問，不少選委形容她表現出「大
將之風」，即場應對能力及回答內容均
遠勝對手，更表明會在投票日將神聖一
票投給林鄭月娥。

陳永棋：特首不二之選
全國政協常委、工業界選委陳永棋表

示，林鄭月娥表現出領導能力，是3名候
選人當中最「標青」的。他讚賞林鄭月娥
於當晚論壇上講了很多有關團隊精神的內
容，亦表現出熟識自己的工作，「在香港
目前的情況下，她是特首的不二之選，相
信她在論壇上的表現會令支持者投票意向
更堅實，預料可高票當選。」
全國政協常委伍淑清指出，林鄭月娥
當晚的表現是3人中最好的，整個論壇
只看到「其餘兩名『無料』的候選人在
夾擊『有料』的候選人。」她1999年已
認識林鄭月娥，感到她處事謹慎，更關
心教育問題，而教育對香港未來及年輕
人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她會繼續支
持林鄭月娥。

盧文端：非常實際「做實事」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對

林鄭月娥當晚的表現評92分，並堅決支
持她擔任下屆行政長官。他指出，另外
兩名候選人曾俊華及胡國興於論壇上只
是盲目攻擊林鄭月娥而並非討論政綱，
而林鄭月娥則為人非常實際，是「做實
事」的人，並非只空口講白話的政客，
因此不會胡亂開空頭支票。

譚耀宗：有能力有承擔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

宗表示，林鄭月娥是一個有能力、有承
擔的人，當晚論壇上發問的問題，大部
分均明顯衝着她而來，但她仍表現得十
分淡定與穩陣，很詳細地針對其餘兩名
候選人的問題而逐一去解釋，「她很耐
心地去解釋自己的做法，我亦十分認同
她的解釋內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十分欣賞林

鄭月娥當晚的表現，「雖然她全程遭曾
俊華與胡國興夾攻，但依然保持風度，
回應有理、有節、有據，表現出特首應
有的風範和思辨能力。」他續說，透過
幾次的選舉論壇，相信多數人都感受到
林鄭月娥對公共政策和政府運作有很全
面的認識，而在政治上，她堅守「一國
兩制」、對「港獨」說不的想法與民建
聯接近，認為她是合適的特首人選。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表示，林鄭月娥在

論壇上的表現「比較熟書」，並指新界
丁權是社會問題，無論誰當選都要處
理。他相信日後若林鄭當選特首會好好
處理相關問題，又指鄉議局27票仍會綑
綁投給她。
鄉議局界別選委簡松年表示，林鄭月

娥當晚的表現非常好，雖然大部分問題
都是衝着她而來，但回應對方攻擊時十

分有信心地解答，亦很熟識政策，應付
裕如，充分表現出大將風範，相信能令
選委更有信心地支持她成為一名有擔當
的特首。
鄉議局界別選委李耀斌亦指出，論即
場應對能力，林鄭月娥是三人之冠，且
表現出其敏捷思維。

馬逢國：對答得體顯信心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

員馬逢國表示，林鄭月娥在論壇的表現
十分好，對答得體，充分顯示出其信
心，「這些淡定的回應，反映她做了充
足的準備，能從宏觀方面回答問題，而
不是與對手糾纏於細節之上。」
信和置業集團主席黃志祥表明自己會

支持林鄭月娥。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表

示，林鄭月娥當晚的表現有90分，因為
回答得體，展現了新思維及新哲學等。
他續說，林鄭月娥「有信心、有擔
當」。無論經濟、民生、教育、土地方
面都解釋清楚，至於回應所謂謠言方
面，林太以事實說話，兼且有詳細解
釋，結果那些謠言亦不攻自破。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鄭文聰表示，工商
界較留意稅項寬減的範疇，業界已向政
府表達了很多年，希望科技、退稅能做
得更好，而林鄭月娥的政綱已有所表
達，希望她在有關方面跟進更多。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郭振華表示，從政

綱中見到林鄭月娥在經濟發展及民生改善
均有着墨，以往和她有逾十年的合作經
驗，對她的工作能力充滿信心。
廠商會副會長徐炳光表示，林鄭月娥
論壇上的表現比較優勝，因為她答案較
平穩，將實際的情況表達，看得出她是
用心服務香港。

禤國全：認真做事有領導力
宗教界選委禤國全表示，林鄭月娥於

論壇上面對圍攻，但她仍能一一「接
招」，更認為愈面對困難愈可表現出其
能力，反屬好事，「最重要是不要亂了
調子，而她控制節拍亦十分好，可能因
為她本身在政府工作時已是自己『落手
落腳』的人。」他續說，不認為一次辯
論足以影響選委的決定，要看候選人過
往的工作表現，而他認為林鄭月娥是一
名認真做事、有領導能力、懂拿捏輕重
的人，並會即時回應訴求，希望她未來
可為香港多做一點。
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昨日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3名特首候選人前晚在競選
論壇上的表現均非常好，但認為林鄭月
娥對各項政策較為熟悉。目前，香港最
需要的是大家團結、和諧、共同向前
走，無論誰人當選都會朝此方向去做，
並相信林鄭月娥可以做到，「她做了
（政府工作）這麼多年，我想她的能力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

健鋒也指，林鄭月娥在論壇上的對答具
有針對性，表現非常好，他會將選票投
給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鄭治祖）
前晚的特首選舉論壇共有逾500名選委出
席，主持人即場抽出21名選委提問，但只
有2人屬建制派，親反對派傳媒就無限FF，
稱建制派唔問問題是怕「幫倒忙」，又稱建
制派選委認為林鄭月娥「必勝」，或不服氣
一定要撐她而故意冷待云云。多名建制派選
委反駁，不少建制派均有提出問題，但「抽
唔到」。他們批評反對派只是想惡意中傷建
制派選委的言論，圖影響選舉結果。

《蘋果》乘機散佈陰謀論

反對派選委在前晚論壇「盡領風騷」，論
壇籌委會成員莫乃光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稱，前晚有507名選委入場，估計建制及反
對派選委比例各佔一半，而全晚只收到189
條選委問題，即有六成出席選委沒有提問，
21名獲抽中提問的選委，只有2名為建制派
選委。《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媒體就FF各
種陰謀論。
當晚出席論壇的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會

務顧問譚耀宗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當晚收集問題的箱子放在現場中間位置的椅
子上，現場並無清晰指示，不少選委都不太

清楚其所放位置。
他透露，自己與多名民建聯黨友均有將問
題紙放進箱中，他更親手替方黃吉雯及汪明荃
將問題紙放入箱中，「所以我唔認同建制派無
乜人問問題囉，加上我自己無對摺，但不少人
也有對摺，可能對摺較容易被抽中吧！」
譚耀宗表示，是次論壇比較遲才接獲通

知，自己也是在北京看新聞才知道有這論
壇，「論壇當日又是周日，可能許多選委知
道時，早已安排了節目而未能到場」，不認
同坊間的陰謀論。他表示，出席論壇的建制
派都是為了到場為林鄭月娥打氣，「無人喺

背後叫你一定要出席定點。」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表示，自己有將提問紙放入箱，但未被抽
中，「抽籤要有運氣。」他指出，收集提問紙
的箱子放置在會場中央，除非選委主動尋找，
否則不少人都會找不到，「又擺咗喺位置半腰
度，有時未必望得到，除非你好主動去尋找提
問箱，所以可能積極性都有影響。」

陳勇批「小人心度君子腹」
出席論壇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

當晚出席的建制派選委不少，很多人也欲提

問，「至少新界區多個區議會都有唔少人畀
問題，就是抽唔中。」大部分建制派均一早
到場，而葛珮帆卻在開始前才到場，「不知
是否她的問題紙在箱中較面位置所以被抽中
呢？」陳勇批評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腹」，借事件製造輿論。
鄉議局界別選委簡松年表示，當晚因要到
內地開會而無暇出席論壇，但他有不少出席的
選委朋友均表示欲問問題但「抽唔到」，更因
此而不開心。他認為，反對派的言論是無中生
有，意圖中傷建制派選委，影響選舉結果。
鄉議局界別選委李耀斌指出，縱然有建制
派無問問題，相信只是沒有特別意識去提
問，或早已決定投票給誰而不再提問，不應
以陰謀論看待。

有提問但「抽唔到」 建制選委批反對派中傷

■■林鄭月娥探班林鄭月娥探班，，為備戰亞洲盃的香港男子足球隊打氣為備戰亞洲盃的香港男子足球隊打氣。。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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