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八成港人：中央最信林鄭
民建聯公佈民調結果 周浩鼎指通盤考慮作投票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選舉在即，民建聯昨日公佈最新

民意調查結果，發現在730名受訪市民中，有83.4%受訪者認為在3名

候選人中，林鄭月娥較為得到中央信任，大幅拋離曾俊華的5.9%。

71.7%估計林鄭月娥會當選，曾俊華只得20.6%。同時，有50.8%受訪

者認為林鄭月娥較有管治能力，高於曾俊華的37.4%。民建聯副主席周

浩鼎表示，民建聯今晚會討論投票取向，並會在通盤考慮每一名候選人

的條件後作出投票決定。

是次調查旨在了解市民對2017年特首
選舉候選人的看法。他們以真人訪問

員通過電話問卷方式訪問了730名市民。
問卷共有5條問題。在「邊一位較有管治
能力」方面，林鄭月娥支持率為50.8%，
曾俊華得37.4%，胡國興只有2.6%。
同時，約44.2%受訪者認為林鄭月娥較

為有綜合能力做新任特首，45.3%認為是
曾俊華，胡國興只得3%。如將抽樣誤差
計算在內，即在95%的置信範圍內，認為
林鄭月娥、曾俊華較有綜合能力擔任下屆
特首的比率在統計上沒有差別，即林鄭月
娥或曾俊華兩人各約佔45%左右，可謂
「叮噹馬頭」。

不過，在問及哪一位候選人較得到中央
信任時，有83.4%認為是林鄭月娥，認為
是曾俊華的只得 5.9%，胡國興更少於
0.5%。

土地房屋應最優先處理
被問到下一任特首應該最優先處理的問

題，有39.4%受訪者選擇土地及房屋，
15.6%選經濟發展，11.5%認為應優先處理
教育問題，9%選醫療問題，8.4%指重啟
政制改革，6.1%選扶貧，5%選退休保障
問題，2.2%選處理勞工福利，0.6%主動提
出其他的問題，2.3%表示不知道 / 無意
見。

「較為有管治能力」與「較為有綜合能
力」兩條問題的結果有明顯差距，民建聯
副主席陳克勤昨日在記者會上解釋，市民
對「管治能力」的評價主要基於候選人過
往的政績，及「有迹可循」的印象，「綜
合能力」則會受到近期選舉工程的影響，
屬於印象分。
被問及何以不直接訪問「支持何人當特

首」，陳克勤認為，這種表達手法未免過
於單純，只停留在表態式支持或不支持，
會比較流於「情感式」表達。是次民調主

要是從較具體地問及市民對管治、中央信
任等範疇，及詳細分析，不希望只流於泛
泛而談。

民記選委多傾向支持林鄭
周浩鼎則指，坊間所有民調都有參考價

值，民建聯今晚會舉行特別會議，在綜合
考慮各種因素後再決定最後的投票取向。
他表示，個人傾向支持林鄭月娥，同時也
感覺到民建聯選委現在大部分都傾向支持
林鄭月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對香港甚至國家來說
都十分重要，港人積
極參與最自然不過，
但反對派一直聲稱特
首選舉是「小圈子選
舉」，但自己就「積
極造王」，表面上是

自打嘴巴，實際上只是顯露他們一貫以來為了政治利益
而搬龍門的本質而已。
民建聯fb專頁昨日上載了一幅圖（見圖），圖中

highlight了反對派的一句聲稱「支持曾俊華不代表認同
小圈子選舉」，以「政治TSA（小學三年級版）」為名
考考大家，以「______不代表______」來造句，「在
______上填上適當的詞語。」
他們還示範了例句，第一句是揶揄時為立法會議員的

何俊仁，在立法會開會期間看艷女照而備受恥笑一事的
「開會睇AV不代表鹹濕」，第二句是批評傳統反對派
拉布的「拉布不代表阻住工程」，第三句則是寸激進
「本土派」的「擲磚不代表暴力」。
帖子還標註了「政治TSA」、「唔准唸（諗）即刻

答」、「評估學生思維能力」、「神邏輯」、「答得最
好送你建仔飛吻一個例句」。

工黨留言挑機被秒殺
抽水抽得咁應，有反對派中人就到民記fb挑機。工

黨就以其藍剔fb戶口留言稱，「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不代
表會民主；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不代表會建設；民建聯反
對TSA不代表會投反對票……」民記則秒殺道：「有候
選人唔支持全民退保、唔支持標準工時，不代表工黨會
唔投佢一票。」 ■記者 羅旦

民記推「造句」
嘲反對派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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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局全投林太 籲新界選委齊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界
鄉議局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周日
特首選舉的投票意向。該局在會後宣

佈，出席會議的選委一致通過，該局
26名選委，連同主席劉業強共27票將
全投林鄭月娥，並呼籲其他來自新界

鄉郊地區的選委，當日同樣支持林鄭
月娥。
劉業強在全國「兩會」期間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自己當時已走訪過新界27
鄉，諮詢各村代表及鄉民意見，確定鄉
議局將不動搖、不變心地投票予林鄭月
娥，而他個人也看好林鄭月娥當選的機
會很大，「（鄉議局）既然提名予她，
當然是支持她的。相信鄉議局26票及
我的1票，將會在（投票）當日及提名
是無差異、不會有落差的。」

劉業強讚土地發展處理得好
他解釋，林鄭月娥過去與不少鄉事派

合作，更曾共同處理過一些具爭議的問
題，「好像丁屋僭建這個如此棘手的問
題，我本人覺得她處理得很好，我覺得

件事是圓滿解決的。」
劉業強並讚揚林鄭月娥在擔任發展局

局長期間，在土地發展問題上處理得非
常好；在任政務司司長時處理政改、國
教、南丫島海難等問題上也是擇善有
為，並期望對方一旦當選，可處理好香
港現時最大的核心問題，包括土地供應
不足、樓價過高、貧富懸殊等。
他又提到，倘林鄭月娥當選，他會向

對方建議未來或可更大膽地在荃灣、青
衣、上水等地方，找一些試點興建混合
式丁屋大廈，解決香港住屋單位不足的
問題，「混合式丁屋大廈是可以考慮，
可能是公屋、居屋、丁屋混合體，因為
那些（土地）已經是在路邊或公共運輸
交通附近。我覺得對城鄉共融是可以處
理到一些問題。」

「『保普選 反佔中』簽左（咗）名揮手
區！」fb專頁昨日開設「齊撐林鄭月娥做特
首」的活動。專頁在帖子中分享了連結http:
//carrielam.1km.hk/，讚揚林鄭月娥有「三
新」：管治新風格、政府新角色、理財新哲
學；「三高」：高民望、高人氣、高能量；
「三有」：有擔當、有雅量、有風格及「三
不」，「不作秀」、「不抹黑」、「不揭

短」，並呼籲大家「share畀你嘅親友及同事，一
齊與Carrie同行」。截至昨晚10時，已經有4.6萬
人支持。 ■記者 羅旦

市

民

齊

撐

■鄉議局成員表示會全投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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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昨日
在北京宣佈「擴容」，香港以非主權地區
身份成為亞投行成員。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既可為亞投行提供專業的投融資服
務，又可通過參與亞投行不斷發掘投資機
會，把香港打造成亞太財資中心。香港加
入亞投行，彰顯「一國兩制」給香港帶來
的獨特優勢，充分體現國家愛護香港，對
香港的價值重視有加。良機當前，香港更
要善於把握，創造良好條件發揮「香港所
長、國家所需」的作用，在國家發展和對
外開放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為香港發展注
入新的動力。

亞投行是首個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國
際金融機構。香港去年底申請加入，認繳
7651股股本，其中1530股為實繳股本，
涉及約12億港元。亞投行的其中一個主要
功能，是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向包括
東盟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
提供資金支援。香港作為亞太區重要的金
融中心和人民幣離岸中心，這些基建項目
產生的龐大融資需求，將為香港帶來龐大
商機，使香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大量增
加，投資產品更趨多元化，進一步鞏固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擁有成熟穩健的金融市場，大量具
國際經驗和視野的金融人才，可以在財資

管理、債務融資及私募投資等業務發揮重
要作用。香港還是區內的仲裁中心，擁有
熟悉國際規則的法律人才和完善的司法制
度。加入亞投行，有利香港拓寬高端服務
業的發展空間，對爭取亞投行在本港成立
第二總部或辦事處，有更大的競爭優勢。

亞投行是少數容許香港以非主權地區作
為成員的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加入亞投
行，是香港深度參與國家對外開放的新舉
措，是香港背靠祖國、不斷獲取機遇的真
實範例。香港最根本、最大的優勢，就是
得到國家堅定不移、一以貫之的支持，國
家從各方面關心照顧香港，為香港精心安
排、創造機會，讓香港搭上國家快速發展
的快車。香港各界應體會國家的良苦用
心，把精力集中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不負國家的期望，找準「香港所長」與
「國家所需」的結合點，拓展發展空間，
在國家推動國際多邊合作的大戰略、大格
局中把握自身定位，找到正確路徑，為國
家作出更大貢獻。

加入亞投行，為香港帶來融入國家對外
開放、分享發展紅利的新機遇，是關乎香
港未來發展的大事。把握好這一良機，香
港將不斷提升競爭力，在中國推動區域互
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有所作為，
實現與國家的共同繁榮。

把握「入行」良機 提升香港優勢
特首選舉即將在周日(26日)舉行，民陣計劃在周六(25

日)和選舉當日舉行遊行集會，聲稱反對「小圈子選
舉」。有本土派激進分子更在網上煽動支持者在選舉前
夕發難，上街堵路，企圖引發「二次佔中」。以激進暴
力手段干擾選舉，向選委施壓，違反民主原則，更撕裂
社會，嚴重損害香港利益。以暴力手段破壞選舉，法理
難容，悖逆民意，必將成為香港歷史的罪人，一定會受
到法律制裁，被市民唾棄。

中央期望此次特首選舉是君子之爭，本港社會各界也
希望選舉合法理性地進行，透過公開、公正、公平的競
爭，讓選委根據各候選人的理念、政綱、能力，理性地
作出符合特首標準和香港發展利益的明智決定。但是，
激進勢力企圖以霸道佔路等暴力手段衝擊選舉，甚至想
重演「佔中」的違法行動，令香港再陷入無法無天的混
亂，不僅對選委構成巨大壓力，更欲令選舉被癱瘓乃至
流產，導致香港出現憲制危機。這種企圖肯定與市民意
願、主流民意背道而馳。

過去幾年，反對派為謀取最大政治利益，奪取特區管
治權，不斷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縱容激進勢力肆無
忌憚反中亂港，策動違法「佔中」，衝擊特區政府管
治，令香港政治生態惡化，法治受到衝擊，社會規範混
亂，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經濟民生發展受到很大阻礙，
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可以說，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從社
會民生角度觀察，反對派、激進勢力是香港社會撕裂、
發展停滯不前的罪魁禍首。本港有識之士對此無不憂心
忡忡。

日前，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對香港面臨的困境深表痛

心，他慨歎，自己明年90歲，對香港感情深厚，看見
香港由戰後在很辛苦的環境一路向上，但現在停滯不
前，「唔想睇住香港變咗好多麻煩嘢」。李嘉誠希望新
特首是中央信任的人，期望在中央支持及「香港人好好
合作」的關係下，為香港帶來希望。李嘉誠的肺腑之
言，道出了港人的共同心聲。

香港撕裂的根源，就是因為激進勢力胡作非為，反對
派在背後煽風點火、包庇縱容，令香港在政治、經濟、
社會各方面飽受困擾，嚴重影響政府正常運作，法治不
彰、是非顛倒，對香港的繁榮穩定、長遠發展造成深重
禍害。港人深受其害，感受到切膚之痛，極之厭倦無日
無之的政爭內耗，渴望香港早日恢復法治安寧、專注發
展的局面。廣大市民希望此次特首選舉是香港撥亂反
正、重回正軌的契機，期盼選出符合中央「四要求」的
新特首，並在新特首帶領下，團結各界，秉持公義，與
民共議，讓香港摒棄政爭，凝聚共識，同行向前。

此次選舉中，反對派以「反欽點」、「反西環干
預」為名，不擇手段造謠抹黑、操縱選舉，讓港人更
加看清他們才是撕裂社會、反中亂港的禍源，憂慮和
反感日甚。到選舉的最後階段，反對派和激進分子要
挾在選舉日策動街頭抗爭，非法堵路，衝擊選舉會
場，對選委自主選擇造成不應有的壓力和干擾，令選
舉蒙上陰影，這種做法更加不得人心。市民絕不想見
香港再出現選舉受干擾、法治被動搖的不堪局面，一
定會大聲對干擾選舉的違法暴力行為說不，堅定支持
政府依法維護社會秩序，確保特首選舉在合法、公平
的環境下順利完成。

以暴力破壞選舉 必成歷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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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本港某免費報紙引述「有
消息」稱，國家主席習近平認
為今年特首選舉「無論誰當選
都會接受」，傍晚更有謠言傳
出，聲言中聯辦領導被「雙
規」，故中央會將「西環」支
持的林鄭月娥「換馬」，改為
支持曾俊華云云。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盧文端透露，經諮詢權威人
士，證實兩則消息均屬捏造，
是有人故意混淆視聽，企圖渾
水摸魚。

不甘敗局 喪心病狂造謠
盧文端指出，傳出類似的謠

言，顯示有人敗局已定，才會
喪心病狂地炮製出如此拙劣的
謠言。
可以想像，在特首選舉的最
後幾天，更加離譜的謠言也許
陸續有來。他希望香港市民和
選委要保持清醒的心智，不要
被類似謠言所擾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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