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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政治掛帥 把論壇當作攻擊林鄭工具
黎子珍
特首選舉論壇，反對派「300+」提出的問題，絕大多數針對林鄭，而且是非常

 0 政治化的問題，而市民提出的問題全部與經濟民生有關。兩相比較，說明市民關
心重視經濟民生問題，希望特首選舉能聚焦這些具體問題，解決深層次矛盾。而反對派「300+」

則以政治化掛帥，不是通過選舉解決問題，而是把選舉當作攻擊林鄭的工具和手段，散播抗拒情緒
的平台，悖逆市民期待香港重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正軌的願望。
3 位特首候選人前晚出席由選委舉辦
的選舉論壇。曾俊華、胡國興二人在台
上狙擊林鄭；台下被反對派「300+」
圍攻林鄭，發問的 21 名選委中，九成
都是反對派「300+」。

反對派「300+」圍攻林鄭
林鄭在開場發言時獲台下歡呼叫好，
她表示惡意抨擊都不會動搖她服務的信
念。然而在選委發問環節，台下反對派
「300+」不時對林鄭發出噓聲。反對
派「300+」提出的問題，絕大多數針
對林鄭，而且是非常政治化的問題，例
如 UGL、「平反六四」、「佔中」、
是否跟民意而辭職、落區是否要警力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計劃，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
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
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
放中的地位與功能。多名來自香港總商會的全
國政協委員昨日均指，中央一直希望香港坐上
國家發展的列車，認為此計劃將大有作為，香
港社會應要認真看待，特區政府更應設立一個
特別小組，讓港人可更投入其中。

護，等等。
林鄭逐一擊破曾俊華、胡國興以及反
對派「300+」選委的惡意攻擊。例如
林鄭針對落區問題回應說：「落區接觸
市民不應只是選舉期間的行為，擔任政
府官員應時常落區，現屆政府要求所有
司局長落區……但恐怕有一位另類一點
的同事，完全不參與我們落區接觸市
民、與區議員互動、聽區議員意見。」
曾俊華平時不落區，不接觸市民，不與
區議員互動，不聽區議員意見，只是在
參加特首選舉後才臨時抱佛腳落區。反
對派「300+」針對林鄭的落區問題，
恰好反襯曾俊華平日脫離市民 hea 做混
日子的真相。

林鄭雖然被反對派「300+」圍攻，
但在論壇上的表現十分平穩，她以一貫
講理由、講事實的態度去回應各種問
題。在面對尖銳問題時也能保持笑容，
心中坦然。林鄭既熟識政策也表現出真
誠，能將自己過去的工作在論壇與大家
真誠分享，而非將時間花在攻擊他人
上。

市民提問聚焦經濟民生問題
市民提出的問題，全部與經濟民生有
關，例如少數族裔、灣仔運動場、「一
地兩檢」、護老院監管等。兩相比較，
說明市民關心重視經濟民生問題，希望
特首選舉能聚焦這些具體問題，解決深

會，邀請了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全國政
協委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以及
全國政協委員許漢忠，分享他們在剛結束
的兩會所見所聞。

胡定旭：已寫進報告付諸實行
胡定旭在會上表示，今年內地經濟的
預期目標是增長 6.5% 左 右 ， 中 央 政 府
過去四年均做得非常好，每年都有穩定
的經濟增長，認為他們有信心可達到
6.5% 的 經 濟 增 長 目 標 。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期間表明，希望
香港坐上國家發展的列車，「別人要排
隊買車票，但香港已獲預留車票。」現
時已有「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也在今年正
式寫進政府工作報告裡，將會付諸實
行。

「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總商會港委員促重視
■胡定旭、林健鋒及
許漢忠昨出席香港總
商會舉辦的座談會，
分享他們在剛結束的
兩會所見所聞。

許漢忠則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計劃與過去 10 年前所說的非常不同，因現
時交通運輸系統已緊密連接了三地，未來
將會有港珠澳大橋通車，相信此計劃是大
有作為的。
林健鋒又提到，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港澳
部分首次提及「港獨」，這是因過去兩三
年來，香港有一些團體策劃了違法「佔
領」及鼓吹「港獨」的行為，已經觸動了
中央的底線，反映中央非常注視這個問
題，「國家安全的問題，任何一個政府都
是不會妥協的。如果我們不能制止，中央
便會出手，這是非常清晰的。」

林健鋒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在總面
積 5.65 萬 平 方 公 里 的 區 內 ， 總 人 口 達

立會明辯選舉公正議案

政府下年度擬增聘 3378 公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張雲正，昨日在立法會公
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上表
示，下年度將增加 3,378 個公務員職
位，如果預算案獲立法會通過，到明
年3月，公務員隊伍會擴大至18萬1千
人。張雲正表示，社會對公共服務的
要求與日俱增，面對工作量沉重，政
府支持適當地為部門增加人手。

張雲正：三分一涉跨境基建
■李慧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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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選舉在』之後加上『公
開、公平及』；在『情況下』之後加上
『順利』；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刪除『；
本會亦促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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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干預行政長官選舉，包括但不限於促
使某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向選舉委
員會委員施壓，使其作出非自願的投票
決定』。」

曾俊華「work smart」定「play smart」
王偉傑
特首候選人曾
俊華自言從少習
武，鍛煉到一身
好功夫。此言非虛，從他在選委論壇中巧使
太極中「四両撥千斤」一式，指自己的工作
方式是「work smart」比「work hard」更重
要，似乎瞬間便將林鄭月娥對他 hea 做財政
司司長的批評化於無形，換來全場反對派的
掌聲。曾俊華對此也頗為得意。
選舉論壇曲終人散，市民大眾在媒體的渲
染下回味在論壇出現過的「金句」。 然



林鄭 2 月 27 日公佈政綱全稿，她承諾
如果當選行政長官，首要任務是團結社
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會邀請青
年議政論政參政，為下一代重燃希望。
林鄭的政綱包含多個經濟以及民生範
疇，包括促進香港的金融發展、協助市
民安居樂業、鼓勵青年參政議政、檢討
教育制度、以及加強扶貧安老等等。
林鄭關注的，是如何真正提升政府管

許漢忠：交通緊連三地優勢明顯

林健鋒倡港府設組助港人了解




「300+」政治掛帥變本加厲

治水平，更好地服務市民，反映林鄭對
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經過深思熟慮。
林鄭的競選政綱不斷完善、豐富，將為
她當選後制定全面的施政綱領打下良好
的基礎。
近年來，香港社會深陷泛政治化漩渦之
中，政治攻訐無日無之，行政立法關係長
期緊張，立法會陷入空轉，政府施政舉步
維艱，經濟發展被嚴重忽略，各種深層次
的民生問題難以得到解決。市民對泛政治
化已經極度厭煩，期待香港社會能夠重回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正軌，因此特首選
舉必須聚焦經濟民生問題。
香港政爭太盛，內耗嚴重，關乎經濟
民生的重大建設和措施舉步維艱，社會
泛政治化是香港心腹大患。對此，反對
派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令人氣憤的
是，反對派「300+」變本加厲，以泛
政治化掛帥，不是通過選舉解決問題，
而是把選舉當作攻擊林鄭的工具和手
段，散播抗拒情緒的平台，嚴重悖逆廣
大市民的願望。

6,765 萬，GDP 總和約為 1.3 萬億美元，
相信大有發展空間，故香港社會應要認真
看待「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特區政
府也應設立一個特別小組，讓港人可更投
入其中，「讓港人了解中央期望大灣區可
發展成如何，並要走訪這 9 個地方，讓港
人明白如何投入計劃。我們不能只看香
港，我們是互利，每個地區都可有所得
益。」

港總商會昨日舉行「透視 2017 中國
香兩會：與全國政協代表對話」座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明日舉行會議。在會議上，議員將辯論一
項有關確保行政長官選舉公正進行的議
案。
該項議案由反對派議員姚松炎提出，
內容為：「本會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確保二○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在公正
的情況下進行；本會亦促請中央人民政
府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行政長官選舉，
包括但不限於促使某候選人當選或不當
選，或向選舉委員會委員施壓，使其作
出非自願的投票決定。」
反對派議員莫乃光、毛孟靜、楊岳
橋；建制派謝偉俊和李慧琼將分別就姚
松炎的議案提出修正案。李慧琼提出的
修正案，內容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之後加上『按照基本法及相關法

層次矛盾。
林鄭認為「民生無小事」，她回應問
題不空談政治理念和口號，更不刻意攻
擊對手，而是集中在闡釋政綱，向選委
和市民更詳盡解釋治港理念和願景，以
切實可行的政策，顯示自己的治港抱
負，爭取選委和市民認同和支持。例如
在回答教育政策、利得稅改革、安老院
舍監管、加強政府管治等問題，林鄭月
娥都如數家珍地指出問題所在，解釋自
己政綱的構思和建議。

而，掌聲過後，曾俊華是否如他所說的，在
工作上「work smart」，抑或透過公關技
巧，在公眾心目中只留下「play smart」的
印象？
根據財政司司長的官方網頁，財政司司長
的主要職責是協助行政長官督導財經、金
融、經濟、貿易及發展和創新科技範疇內的
制定和實施、在金融管理局的協助下管理外
匯基金及編制財政預算案等。筆者打算根據
這些工作範圍 ，去審視曾俊華是否符合
「work smart」的工作原則。

顧名思義， 財政司司長作為特區政府的
掌櫃，編制財政預算案是曾俊華首要的任
務，亦是衡量他工作表現的最重要指標。可
惜這位前掌櫃在位 9 年，合共低估了超過
9,000 億元的財政盈餘！這些盈餘足以興建
90萬間公屋，或將現時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
擴充近 5 倍。相信這些被低估的盈餘，倘若
能恰當使用，現時香港的房屋及公共醫療問
題不會那麼嚴峻，這是一個自詡為「work
smart」的前財政司司長應有的表現嗎？
至於曾俊華自稱，做財政司司長能

■政府下年度將增加 3,378 個公務員職位。圖為政府
總部門外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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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議員關注紀律部隊人手增加較多，當中
警隊增加 600 人、入境處增加 700 人。張雲
正表示，計劃新增聘的人手中，當中三分之
一涉及大型跨境基建，包括港珠澳大橋和廣
深港高鐵，雖然增聘人手數目大，但由於口
岸二十四小時運作，相關人手要分成兩更至
三更輪替，每更人手不多。

「hea」足十年是天才，這不過是他好彩罷
了。在出任財政司司長的首 5 年，在前特首
曾蔭權的護蔭下安然度過，但亦鬧出在民情
洶湧的情況下，將 6,000 元注入強積金戶口
再轉軚為每人派6,000元的鬧劇。
在梁振英出任特首時的後5年，曾俊華作風
依舊，靠低估政府盈餘及「派糖」式的一次性
紓困措施，履行財政司司長的職責，對如何改
革稅制、增加土地供應，以提升香港長遠的競
爭力可謂沒半點貢獻。如果連疏忽職守都可以
包裝成為「work smart」，那麼樂於偷懶「蛇
王」的打工仔，必定以曾俊華為榜樣，香港就
真的淪為我們不熟悉的香港了。
真正的領袖不會在乎博取短暫的掌聲，而
是帶領群眾走出困境。 有「中子彈傑克」
之稱的前通用電氣前總裁傑克·威爾，甫上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政
府會根據 2017 至 2018 年度的開支預算草案
增加 3,378 個公務員職位，按年增加 1.9%，
除了紀律部隊增加人手外，其他政府部門也
有增加超過 100 人的情況，如衛生署及教育
局將分別增加 130 人及 121 人，社會福利署
亦計劃增加120人。

任便將員工人數由 41 萬裁減到 23 萬，他的
手法在當時引起許多爭議和駡聲，但通用電
氣的年營業額從傑克·威爾上任前的 250 億
美元，躍升到他退休時的 1,400 億美元，卻
是不爭的事實，也堵住了許多人的嘴。
特首團結社會、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固然重
要，但作為一個能夠真正帶領香港走出困
境，追回蹉跎歲月的領導人，決不能受制於
波譎雲詭的所謂民望，更不能為了所謂修補
撕裂而放棄原則立場，把投向反對派的懷抱
當作團結的資本。
希望廣大香港市民在熱鬧過後能以持平、
客觀的態度，評估、監察候選人是否符合中
央對特首的「四要求」，是否有心有力有承
擔，為建設香港盡心盡力，而非只是講些漂
亮的競選語言，玩弄語言偽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