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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基層齊闢謠 「公僕大逃亡」
失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首選
舉日逼近，針對候選人林鄭月娥的謠言
層出不窮。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周達明昨日均
向媒體澄清，所謂「鬧哭下屬」、「林
鄭當選會觸發政務官大逃亡」均與事實
不符。
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此前在網台節目
中指林鄭月娥對工作要求嚴格，倘她當
選會令 3 位常任秘書長辭職，更會觸發
「政務官大逃亡」，但就證據欠奉。
部分報章包括《蘋果日報》以至《信
報》等，均言之鑿鑿稱林鄭月娥曾罵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謝曼怡。
謝曼怡日前已否認曾被林太罵哭。謝
曼怡丈夫周達明昨日在出席立法會會議
時，也否認太太曾被林鄭月娥責罵而
哭，並說：「在政府換屆後我和太太離
職的傳聞與事實不符。在政府換屆後，
我會與太太在現有或其他崗位上，繼續
工作，並以專業的態度協助政府施政，
為社會服務。」
他強調，林鄭月娥若當選成為新特
首，不會影響公務員士氣。公務員是一
支專業的隊伍，不論在何時都會盡忠職
守，不會因為政府換屆和有新特首而有

所改變。周達明未有評論自己和林鄭月
娥的合作關係，有記者問這是否代表兩
人關係欠佳，周達明強調說：「不要過
敏，不評論是因為不會評論任何與特首
候選人有關的事。」

張雲正：無不正常離職情況
張雲正則表示：「沒發現公務員，特
別是政務官職系，出現不正常的離職情
況，也看不出未來會出現這種情況。不
擔心林鄭月娥當選後，影響公務員士
氣。近幾年公務員老化，到達退休年齡
才離職，是正常更替，看不到不正常情

況，而目前公務員離職的情況很穩
定。」
被問到會否留任下屆政府時，他說：
「我是問責官員，亦是公務員，會做好
自己的崗位。」
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副主席麥錦輝表
示，以他接觸林鄭月娥的經驗，感覺對
方是講道理的人，較少嚴詞厲色，在要
求高的同時反應快，對議題熟悉，擅於
找到問題核心，「唔會好似某啲 AO 咁
兜圈。」
他又讚揚林鄭月娥將公務員關心的
議題納入政綱，如檢視「0-1-1」開支

削減方案，及爭取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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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顯示她對公務員士氣有
心，所謂「逃亡潮」的流言是不盡不
實。
紀總主席劉玉輝雖然不評論傳聞，
但就大讚林鄭月娥落力工作，「唔係
勤力咁簡單，真係畀心機做嘢。」他
指出，自己在政綱簡報會會面時已感
覺對方開明坦誠，有可行性的建議固
然會盡量去做，但做不到的事也會坦
誠交代不可行原因，是一個「開心見
誠」的人。

政綱回應訴求 林鄭體恤公僕
檢視削開支晉升延退詳盡 鬍鬚「齋噏」胡官欠奉

政綱比拚之十二

特首選戰踏入倒數階段，有人放

候選人公務員政綱比較

風稱候選人林鄭月娥與公務員團隊

「關係不佳」，另一候選人曾俊華亦加入附和。不過，比較 3 名候選
人針對公務員團隊的政綱，林鄭月娥的政綱內容明顯更為具體仔細，
表明檢視「0－1－1」開支削減方案、「有時限」職位的填補及晉升
情況及研究公務員退休年齡問題等；曾俊華則首先講求公務員要支持
特首和司局長決策，再談鼓勵公務員團隊參與決策討論和加強培訓公
務員團隊應用資訊科技，要求多於關懷；胡國興的政綱則沒有公務員
章節。有公務員代表認為，林鄭月娥的政綱明顯能回應公務員訴求，
而曾俊華的政綱只是講述了公務員一貫秉持的大原則。
■記者
3 名候選人的政綱（見表）中，林
在鄭月娥設有公務員的章節，其中提

出了不少具體措施。在回應日常運作上，
林鄭月娥提出簡政放權，訂立清晰工作目
標和行事指引。
在資源問題上，林鄭月娥則表示會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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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相應措施等。

為少族提供更多入職機會
針對其他公務員的長期訴求，林鄭月
娥則表示，會重新研究可否讓 2000 年後
入職的非長俸公務員，選擇延長服務年齡
至65歲，紀律職系人員則延長至60歲。
另外，在支援少數族裔的章節部分，
她亦提出要有系統地檢視各公務員職系的
中文書寫要求，為少數族裔提供更多加入
政府工作的機會。
相比之下，曾俊華的公務員政綱側重
於「要求」。他首先提出的，就是「公務
員團隊支持時任行政長官和司局長施政，
有責任貫徹執行法例要求，以及行政長官
和司局長的決策」，其次才說鼓勵公務員
團隊「無畏無懼地」參與決策討論，以及
加強培訓公務員團隊應用資訊科技。
自認有管理公務員經驗的胡國興，政
綱中不設公務員章節，只是在「中醫藥發
展」部分提到， 將中醫服務納入成為公
務員福利。

工會：不應一刀切「0－1－1」
政府人員協會權益主任張偉權認為，
對比 3 人的政綱內容，林鄭月娥提出的頗
為適合公務員，也能回應公務員團隊一些
長久以來的訴求，「例如『0－1－1』，
有些部門真的年年用撥款用到百分之九十

歐陽文倩

■林鄭政綱提出
簡政放權，訂立
清晰工作目標和
行事指引。圖為
林鄭早前到訪消
防處。 資料圖片

九點幾，根本無空間削減，有些部門是做
得到，所以不應該一刀切去做『0－1－
1』，而林鄭在與我們見面時亦答應會去
看每一個部門的情況。」
他續指，自己曾在屋宇署的聘任問題
上與林鄭月娥「交過手」，認為她做事果
斷，亦願意和工會溝通，「當時八百多個
合約員工的問題，她聽完大家的理據後，
也真的會去加回公務員位。」

■林鄭（右一）
早前參觀政府化
驗所的化驗室，
了解物料含鉛測
試。 資料圖片

曾政綱「冇內涵」「唔講都要做」
被問及曾俊華的政綱，張偉權認為只
是一貫公務員所秉持的大原則，不是什麼
新項目，「佢講嘅嘢冇錯，但唔係太深
入，相比之下冇咩內涵。」
被問及公務員團隊中是否有與個別候
選人關係尤其好或不好，他認為並無此說
法，「我們只是想要個關心公務員團隊的
特首，想見到他（她）有回應，但只得林
鄭見過我們，有些工會也有出信約見其他
人，雖然我們無投票權，但既然你認為我
們要服從特首、司局長的政策，是否也要
聽我們的意見呢？」
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委員江明中也認
為，在公務員的政策上，林鄭月娥比較全
面，並指出，其延長退休年齡的政綱，能
回應該些公務員的訴求，「影響的有六七
萬人，但為什麼有些人入職時間只是相差
幾個月，退休年齡已經不同？」
他同樣覺得，曾俊華的公務員政綱是
向來「唔講都要做」的內容，不知他特別
提出公務員有責任貫徹執行特首和司局長
的決策，是否有其他意思。
至於不同人擔任特首會否影響公務員
團隊，江明中說︰「跟返曾俊華所講，公
務員係要執行特首同司局長決策，大家都
係依照政策、按既定模式去做。」

唯一晤工會 為公僕打氣
近日有人

& 在暗角放風
稱林鄭月娥

與公務員「關係不佳」，並想
營造林鄭不聽意見的形象，但
擺在枱面的情況似乎卻是相
反。上周五林鄭月娥才先後與
紀律部隊及公務員文書職系工
會代表會面，他們均指出林鄭
是唯一一位與他們會面及回應
意見的人，令他們感到受尊重
及被肯定。就連「泛民」陣營
的職工盟公務員工會委員會日
前向 3 名候選人請願，職工盟副
主席梁恩兒評價 3 人時，亦指出
只有林鄭月娥政綱提到，會讓
非長俸公務員選擇延長服務年
齡至65歲。
林鄭月娥上周五與來自消防
處、入境處、海關、懲教署及
飛行服務隊的約五十名名工會
代表會面，紀律部隊人員總工
會主席劉玉輝當時就說，約於

兩星期前收到林鄭月娥的會面
邀請，是首次有候選人、亦是
唯一一名候選人與紀律部隊代
表會面，感到對方尊重紀律部
隊身份與地位，肯定他們的存
在價值。
香港消防主任協會、香港消
防處職工總會及香港消防控制
組職員會在會後亦發表聯合聲
明，歡迎林鄭月娥兩項與公務
員有關的政綱項目，並指雙方
進行了充分討論，期望對方一
旦成為新一屆特首，「能貫徹
落實上述施政方針，加強公務
員團隊的士氣和穩定性。」
政府華員會副主席利葵燕上
周五與林鄭會面後亦說，此前
向 3 名特首候選人提交意見，但
只有林鄭月娥回應。
她強調，公務員是政府重要
基石，希望未來特首與公務員
建立夥伴關係。
■記者 歐陽文倩

反對派傾巢投薯 一腳踢開胡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選舉
衝刺在即，反對派「造王」不再「猶抱琵
琶」，而是明刀明槍堆票給曾俊華。繼日前
公民黨率先「All in」曾俊華之後，民主黨亦
唔執輸，昨日公佈「All in」曾俊華。成員包
括公民黨創黨主席關信基的高教界選委「高
教界民主行動」雖有部分提名胡國興，但在
投票這關鍵一刻就立即「歸隊」，宣佈 30 名
高教界選委將票投曾俊華。

胡志偉狡辯「擁抱」建制候選人
反對派選委「民主 300＋」選委昨晚始舉
行會議商討投票意向，但公民黨此前已經未
等結果就「All in」曾俊華，民主黨亦唔執
輸，在昨日下午率先舉行記者會，公佈該黨7
名立法會議員將全投曾俊華，及推薦民主黨

另外23名選委票投曾。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承認，另一特首候選人
胡國興的政綱最符合他們的心意，但為免社
會「撕裂延續」，故決定「集中票源」云
云。
他為「擁抱」建制候選人辯護，稱不是開
壞先例，而是要明白「小圈子選舉」未打破
前，都需要面對此一制度，希望所有選委投
票時都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
此前部分選委提名胡國興的高教界「民主
行動」，其發言人、選委黃志偉稱，他們 3
月中向八大教職員發出問卷，在回收約 1,600
份回覆中，98%受訪者稱高教界選委應該投
票而非投白票，又稱 77%受訪者支持票投曾
俊華云云。
被問及最終「一腳踢開」胡國興，「民主

行動」就聲稱，感謝胡國興的付出，又聲言
他們考慮了多個民調，以港人的「整體利
益」出發，最終傾向票投曾俊華云云。
「民主 300＋」選委昨晚舉行會議後聲
稱，他們「一致決定」不投票給林鄭月娥，
而「大部分」選委將投票給曾俊華云。
負責統籌「民主 300＋」的「專業議政」
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聲言，已表態的選委中
有 98% 支 持 曾 俊 華 ， 只 有 數 名 選 委 未 表
態。
在資訊科技界 30 名選委中，則有兩人指或
會投白票。
不過，做戲做全套，法律界部分選委明日
會舉行界別論壇後，再自行公佈投票決定。
「民主 300＋」就聲稱，這是「策略性」決
定，目的是要阻止林鄭月娥當選云云。

林鄭月娥
■檢視行政程序，在不影響公眾利益的情況下，簡政
放權
■訂立清晰工作目標和行事指引，為前線公務員同事
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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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目前開設的「有時限」職位的填補及晉升情況
■重新研究可否讓2000年後入職的非長俸公務員選擇延
長服務年齡至65歲（紀律職系人員則延長至60歲）
■有系統地檢視各公務員職系的中文書寫要求，為少
數族裔提供更多加入政府工作的機會
曾俊華
■公務員團隊支持時任行政長官和司局長施政，有責
任貫徹執行法例要求，以及行政長官和司局長的決
策
■鼓勵公務員團隊無畏無懼地參與決策討論
■加強培訓公務員團隊應用資訊科技
胡國興
■將中醫服務納入成為公務員福利（列於「中醫藥發
展」部分）
資料來源︰上述各人政綱 整理︰歐陽文倩

主動解鉛水事件
四說
「有膽」
挺公僕
今屆特區政府中，對公務員團隊最大

0 " 衝擊之一，莫過於鉛水事件。在這件事
中，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和曾俊華各有
0
角色，表現卻截然不同。鉛水事件主要涉及水務署，計起來
屬於財政司司長轄下範疇，但當時身為財政司司長的曾俊華
未有出面處理，反而是當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主動出
面承擔。
面對當時反對派政客都將事件政治化處理，歸咎為政府的
問題，甚至有人逼落區官員「飲鉛水」，林鄭月娥就在立法
會中指出事件是源於認知不足，力陳公務員團隊在幾個月時
間所進行的跟進工作，並為公務員發聲道︰「我有膽指出今
次鉛水事件很早發生的時候，我已經有膽承認我們的制度是
有不足不善之處，我亦努力督促所有部門要做跟進善後的工
作；我有膽指出今次事件被政治化這個現象；我有膽冒着被
批評護短的風險，為盡心盡力的公務員討回公道。」
■記者 歐陽文倩

戴妖「民投」慘淡 莫乃光急搬龍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
中三丑」之一戴耀廷搞所謂「特首民
間投票」，最終僅得 6.5 萬人投票，遠
低於他聲稱會有 100 萬人參與的目標。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昨日指，
「民投」結果反映市民對主辦單位不
信任，已經失敗，選委不應參考，以
免被「擺上枱」。
所謂「司馬昭之心」，反對派選委
「民主 300＋」「造王」造到出面，為
遮醜遂稱會參考由戴妖搞出來的「民
投」，但「民投」反應冷淡，此前聲
稱會參考「民調」的「專業議政」立
法會議員莫乃光，未待「300＋」昨晚
開會討論投票取向有結果，就在接受
電台訪問時稱自己會投票予曾俊華，
並再搬龍門稱，「民投」參與人數
少，令參考性下降，但他們就會「綜

合」其他民調結果去決定投票取向。

劉國勳批無參考價值
劉國勳在同一節目上指出，「民
投」只針對特定群體，但是「只有
（原目標 100 萬人投票）一成也達不
到」，反映市民對類似的網上投票不
滿，更不信任主辦機構，不想被人
「擺上枱」，故反應冷淡，計劃以失
敗收場，其參考價值極低。
在被問到民建聯的投票意向時，劉
國勳表示，民建聯將於周五舉行會議
討論，屆時會決定是否綑綁投票。
他坦言，自己沒有提名任何候選人，
在投票時會視乎候選人的表現言行和政
綱，民望也是參考的因素，而他個人暫
時對林鄭月娥的房屋政策有較大信心，
但須待民建聯內部開會後再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