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競選團隊：力爭支持顯信念抱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子京）

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的競選團隊，包括
香港不同界別的領袖都一直陪伴她努力
爭取各界別的支持。在選舉前夕，林鄭
月娥前晚舉行感謝會，特邀競選辦主席
團、資深顧問等成員出席，感謝他們對
競選工作的大力支持，以及向他們匯報
了近兩個月的競選工作。
各與會者均讚揚，在競選期間，林鄭

月娥表現出為香港社會服務的堅定信念
和抱負，及不畏困難的堅強意志力，堅
定了他們對她的信心，深信對方是最合
適的人選，在當選後必定會致力解決香
港目前面對的難題。

盧文端：助青年解「三業」
林鄭競選辦主席團主席、民建聯監委

會主席盧文端昨在接受本報訪問時透
露，是次感謝會有近30人出席，主要為
競選辦主席團、資深顧問等。林鄭月娥
在會上匯報了過去兩個月落區的情況，
包括她落區聽取了地區市民的聲音，到

不同青年團體了解年輕人現今普遍面對
的問題，包括就業、住屋等。
他又引述林鄭月娥在會上表示，如果

能夠順利當選，她會全力協助青年解決
就業、工資低等問題。在青年置業方
面，政府會與地產商合作，推出更多青
年有能力可以負擔的上車盤，以及在全
港18區推出有利市民的措施。由於其實
事求是、有承擔的處事作風，令不少溫
和「泛民」派表示將投票予林鄭月娥。

李秀恒：多聆聽基層聲音
林鄭競選辦主席團主席、香港中華廠

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表示，林鄭月娥在
會上表示，她過去兩個月到社區接觸到
不同的基層市民，了解到社會各界對她
的支持，令她感受良多，覺得新一屆政
府需要新的管治思維，更多聆聽市民聲
音。
他引述，林鄭坦言自己過去在政府內

的主要工作，是以行政為主，未來在處
事作風會有某程度上的改變，在社交、

外交等方面會加強。她又認為香港與內
地之間有很大的商機，一旦當選，會大
力向中央反映，為香港爭取更多的機
遇，推動內地與香港的合作。

陳永棋：有力「做好呢份工」
林鄭競選辦資深顧問、全國政協常委

陳永棋昨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林鄭
月娥在選舉期間的表現，加深了在他心
中最合適人選的形象。如果順利當選，
相信對方可以「做好呢份工」，包括吸
納更多年輕有為的青年加入她的管治團
隊，將青年工作、房屋等問題視為重中
之重等。

黃永光：不畏困難值得信任
林鄭競選辦副主任、酒店界選委、信

和集團執行董事黃永光表示，他認識林
鄭十多年，和她有過不少接觸，見證了
她熱心社會福利，勤力幫助社區基層民
眾的點點滴滴。
身為酒店界選委，他們都知道林鄭一

直重視和關注香港旅遊行業，「在開展
舊大澳警署的活化改建項目時，林鄭帶
領我們，注重文化歷史的保育和活化再
利用，並把項目和當地旅遊及提升居民
生活相結合，大澳文物酒店的活化成效
顯著，贏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大
獎。」
黃永光說：「這兩個月來，有幸參與

助選團隊，同林鄭有更深入的接觸，深
感林鄭是個值得香港人信任的領導者。
她具有為香港社會服務的堅定信念和抱
負，有不畏困難的堅強意志力。同時她
熟悉香港社會、經濟、公務員體制及其
相關政策等等，有很強的決策力和魄
力。」
黃永光強調，香港需要的領袖，是要

實實在在，腳踏實地，能帶領大家迎難
而上，創造未來的，而不是空談者。林
鄭提出的政綱，符合香港實際且全面完
整，相信能給香港帶來新的希望，「我
完全支持林鄭出任香港新特首，一定會
投票給她。」

喇沙仔不想港輸 勸薯早點歸去

■周聯僑（左二）強調林鄭月娥才是能促進香港和諧的人選。右一為陳健碩，
右二為陳修杰，左一為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 梁祖彝攝

建造業老闆工人全投「好打得」
讚貢獻大最關懷業界 唯一促港和諧人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反對

派拉布影響，建造業叫苦連天。香港建

造商會及香港建造業總工會7名選委昨

日決定投票予候選人林鄭月娥（人稱

「好打得」）。無論商界代表或工人代

表都讚揚林鄭在出任發展局局長時對業

界貢獻良多，不遺餘力推出包括「樓宇

更新大行動」在內的多項政策，振興建

造業。香港建造商會會長陳修杰讚揚，

林鄭月娥任發展局局長期間，對業界的

關懷無人能及，「業界認為她出任發展

局局長時很貼地及實事求是。」香港建

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希望市民不要

被其他人的包裝瞞騙，強調林鄭月娥才

是能促進香港和諧的人選。

有人指稱林鄭月娥在2007年至2012年出任發
展局局長期間「毫無建樹」，分別手握4

張及3張選委票的香港建造商會及香港建造業總
工會，昨日聯同業界人士反駁有關說法。陳修杰
指，林鄭月娥出任發展局局長時，推行多項新政
策，包括：重訂《市區重建策略》、樓宇更新大
行動、工廈活化、起動九龍東，並創立香港首座
零碳建築「零碳天地」。

陳修杰：做事「貼地實事求是」
陳修杰續指，林鄭月娥出任發展局局長期間做
事「貼地、實事求是」，致力培訓業界人才及提
升專業化，商會一致支持她成為下任特首，「她
是全方位去看建造業，我們集中看她做局長時的
貢獻，甚至我們（業界）未看到的，她也會提醒
我們，敢說她對業界的關懷程度，暫時看不見有
誰能及。」
除了商會，工人代表也力撐林鄭。周聯僑形
容，林鄭月娥與建造業工人一樣有情有義及有擔
當，在2010年林鄭月娥與業界籌辦「建造業關
懷基金」，為因工傷死亡的工人家屬提供支持。
他補充，每當發生因工傷死亡個案，林鄭月娥定

會與工會聯絡，跟進其家屬的情況。林鄭月娥眼見
電梯維修工人流失率高，主動聯絡工會研究增高其
薪金，更多次與工會會面，讚揚她是「很好的聆聽
者，建議可行與否均會回去好好研究」。

周聯僑質疑鬍鬚「冇良心」
周聯僑希望，公眾切勿被他人的包裝瞞騙。林
鄭月娥雖不靠包裝，路遙知馬力，「建造業總工
會5.6萬名會員是她的兵，建造業做好準備，願
意在她帶領下繼續促進香港繁榮。」
被問到如何評價其餘兩位特首候選人，周聯僑表

示，與兩人未曾會面，不懂評價，「（曾俊華）作
為財爺，手執數百億元，不建公屋，促使香港今日
的堅尼系數高企，財爺有沒有良心及責任？」

陳健碩：政綱全面能勝任
選委之一、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陳健碩稱會
投林鄭月娥一票，「如果她不參選我就慘了，不
知道可以投哪一個人。」他說，出任土力工程署
署長時常與林太接觸，向林太提議處理天然山坡
緩減風險，得到其大力支持，加快處理進度。
他提到，林鄭月娥在2007年初，提出「換

地」方案，令古老大宅景賢里得以保留，是有魄
力及有心才做得到。至於政綱方面，他認為林鄭
月娥的政綱較全面，且兼備經驗、智慧、能力及
承擔四大特質，能勝任特首一職。

■林鄭早前探訪市區重建項目一名戶主。 資料圖片

譚惠珠：林鄭善處「三關係」利領港前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特首
選舉進入最後倒數，力挺候選人林鄭月
娥的呼聲一直強烈。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圖）
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林鄭月娥過去

30多年服務政府和市民，勇於解決困難
問題，表現出有承擔的態度，再加上她
有能力掌握「三種關係」，分別是香港
與中央、行政與立法和市民與特首的關
係，最有利於帶領香港繼續前行發展。

寧遲參選 顯責任感有承擔
林鄭月娥參選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其

間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創新政綱和熟書的
辯論水準，也有非常親民、關心社會的
落區表現，但偶爾也有「甩轆」情況，
譚惠珠認為，林鄭月娥決定參選的時間
較遲，其他人可能已早有準備，但林鄭
月娥在明知時間緊絀的狀況下，依然堅
持要做完施政報告，才辭職參選，「我
覺得這是很有責任、有承擔的態度。」
因此，儘管這兩個月中，林鄭月娥及

其競選團隊或有不足之處，譚惠珠指

出︰「選舉不只是為了兩個月的表現，
看林鄭月娥是看她30多年的表現。在解
決困難問題上，她堅定、肯盡力去將問
題解決，這種態度很清楚。我不能說她
所有問題都解決到，因為這是不可能，
香港人有不同的訴求。」

與中央良性互動 港最得益
譚惠珠續說，自己支持林鄭月娥，除

了是因為林鄭有承擔的主要原因外，還
因為她能掌握「三種關係」，首先是中
央和地方關係。譚惠珠說，在「一國兩
制」的安排下，如果香港和中央之間都
可以按基本法要求去運作，雙方都會因
為這個良性互動而得益，「香港的民主
自由不是靠街上暴動來爭取，香港的民
主自由是要靠香港人跟着基本法的安
排，去管治香港，中央繼續支持，才可

獲得。」
譚惠珠指出，由於香港可在中國經濟

發展扮演重要角色，「這就帶出我們要
保持這個城市作為開放的國際金融中
心，也因此享受到國際金融中心所得到
的自由，不止是經濟上的自由，也是生
活、人權上的自由。」

行政立法料和諧 了解基層需要
她認為，在民主發展上，香港從未試

過如此民主，若非政改方案被某些人否
決，這一次香港人就可以「一人一票」
選出心儀候選人，就連反對派也會有
「造王」的機會，「但不能成功，否決
『8．31』的人有很大責任。」譚惠珠概
括，香港在經濟上、在政治上都要和中
央有良性互動，「我覺得林鄭月娥能夠
掌握到。」

第二是行政立法關係，有些人認為只
有某些人才會做得好，譚惠珠認為其實
不然。她指出，現時立法會由建制派佔
多數，由反對派支持的人任特首，不等
於會有和諧的行政立法關係，「一定是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眾數都依基本法辦
事，才可以有有效運作的行政立法關
係。」
第三是行政長官與市民的關係。林鄭

月娥做過社會福利署署長、扶貧委員會
主席，又做過發展局局長，明白土地供
應問題對社會的影響，社會上弱勢社群
有何需要，「現時有民調稱她民望低，
我們要研究一下調查機構如何做調查。
若真正由林鄭月娥做行政長官，她了解
兩大問題，即房屋土地、扶貧和福利，
有直接經驗，也有能力，因此能做到好
的政府和市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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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名特首候選人
中，曾俊華在宣傳上的

確較出色。不過，有同為「喇沙仔」，
自稱曾協助曾俊華撰寫「英文演辭」
者，近日撰文批評對方當了9年半的財政
司司長，而其任內停止賣地、停建居屋
及公屋，使樓價瘋狂飆升，令小市民苦
不堪言，其財政預算案「小恩小惠毫無
願景」，無膽大力改善民生及經濟轉
型，更輕佻地把中產定義為那些「看法
國電影，喝尚品咖啡」的人，「這是父
母官應有的態度嗎？」他奉勸曾俊華
「最好還是看他的法國電影及喝他的尚
品咖啡好了。把管治香港這種粗重功夫
交給真正『打得』的有心人」。

曾助撰演辭 被良知喚醒
高教界中人楊非立近日一篇題為《曾俊

華先生，請你原諒我》的文章在網絡中廣
傳。他指自己和曾俊華一樣是「喇沙

仔」，更「有幸曾為他撰寫英文演辭」，
「人情上我應站在他那一邊，為他在這場
人生最大的競賽中打氣。但請原諒我，我
實在辦不到。作為校友，我想他贏。但作
為市民，我不想香港輸。在大是大非的面
前我只好跟着我的良知走。」
他批評曾俊華當了九年半的財爺，任
內停止賣地、停建居屋及公屋，使樓價
瘋狂飆升，小市民苦不堪言。香港四分
五裂，曾俊華要負很大部分的責任。
「他給香港帶來劏房，納米樓及本港史
上最高的堅尼指數。他一方面大唱香港
稅基狹窄，卻不敢動超級富豪一根
毛……他把納稅人的錢花在退稅給持有
多個長期空置單位及多幅閒置地皮的炒
家。但租客卻未得分文好處。讓他們愈
住愈細，愈住愈貴。」

批頹廢高官 無膽改善民生
他批評，曾俊華任內發表的財政預算

案「打着什麼堂而皇哉的『小政府，大
市場』口號，實行追隨着他頹廢的高官
心態，『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香港
坐擁近一萬億的儲備，他不夠膽大力改
善民生及經濟轉型……不思進取，只吃
老本，任由地產市道畸形發展，使小商
戶頻頻被貴租迫遷，無法展現香港中小
企業傳統的創業拼（拚）搏精神，幾乎
每三年續租的時候都要被迫停業。他們
的苦況，他知道嗎？落區做騷為什麼不
去聆聽這班苦主的聲音？」

「戴罪者焉能團結香港」
楊非立續指，曾俊華對中產的苦況同

樣視而不見，更輕佻地將中產定義為那
些「看法國電影，喝尚品咖啡」的人，
「這是父母官應有的態度嗎？」曾俊華
現在「華麗轉身」，「透過乖巧的社交
媒體及公關伎倆，為自己塑造一個仁政
親民的形象……懂得玩弄公關，並不表

示懂得有效管治。選前高民望不等於管
治高能力。」
他批評曾俊華劣跡斑斑。給香港埋下了

計時炸彈，「香港市民可能厭倦撕裂，渴
望新局面的出現。但以他的戴罪之身，怎
可能成為團結香港的救世主？我對這次所
謂的民意支持大為失望。都是不經思考的
羊群心理。一下子罪魁變成民間英雄，真
荒天下之大謬。泛民一手將曾俊華誤銷為
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鬥士。」
楊非立提到有人在《蘋果日報》撰文

稱，香港需要曾俊華這個「喇沙仔」，
「恕我不敢苟同。喇沙仔的特色是善於
殺出困局，大膽創意，解決問題。曾不
是典型的喇沙仔。他的僅有創意是花了
九百萬元找人設計一條沒爪的不倫不類
的飛龍作為香港的旅遊標誌，及不切實
際、非本土、昂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
美食車。他真的有扭轉乾坤之氣魄嗎？
我奉勸曾最好還是看他的法國電影及喝
他的尚品咖啡好了。把管治香港這種粗
重功夫交給真正『打得』的有心人。」

■記者 羅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