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名金融服務界選委昨日發表聯署聲明，指他們經過與候選人直接對話
及多次商討後，認為林鄭月娥的政綱較為
全面，亦符合中央對下屆特首人選的四大
標準，憑藉她在政府擁有豐富的政治和行
政經驗、出色的領導才能、願意聆聽各方
面意見的態度，相信香港在她帶領下能夠
提升在國際金融業的地位，維持香港的繁

榮安定，團結社會，決定投票支持她。

金融服務界17人聯署齊挺
聯署的選委除了已提名林鄭的16人，包
括「殼后」金利豐行政總裁朱李月華、金
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及東泰集團主席
李君豪外，更加上原本提名曾俊華的詹劍
崙。另一提名曾俊華的選委、亨達董事總
經理徐聯安就未有聯署。
詹劍崙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在這段

時間看到林鄭肯接受新事物、有新思維，
願意聆聽業界意見，因此決定跟隨業界投
票，反之從曾俊華的表現及政綱，特別在
金融服務界舉辦的論壇上，看不到他有檢
討昔日推行的財金政策，特別是增加證監
會權力限制證券業發展。

詹：理念一致無轉過軚
他強調，自己理念一致、「無轉過
軚」，指提名和投票取向是兩回事，當初
提名給曾俊華的原意是考慮他「民望最
高」，應讓他有機會「入閘」表達政見，
而自己投票大前提是團結，當初欣賞曾俊
華稱要團結各界，現時就希望業界團結。

被問到林鄭能否做到團結時，他認為林鄭
有善意行出第一步，外界應給予她機會，
不應針對她。

謝湧海：平衡發展監管
多名金融服務界選委接受本報訪問時，也

大讚林鄭月娥關注業界發展。中銀國際英國
保誠資產管理董事長謝湧海表示，林鄭有施
政經驗，政綱務實，愛國愛港，有民意支持，
符合中央要求特首的四大標準，相信她當選
特首有利團結建制派及商界，有利利用國家
政策、香港優勢，帶動香港經濟增長。
他指出，林鄭倡議推行兩級制利得稅，

企業首200萬元的利潤，稅率由16.5%減至
10%，預計可令數以萬計企業減稅40%，
對中小企非常鼓舞，又提出額外稅務扣
減，鼓勵研究及開發（R&D），推動香港
創新科技、環保等產業發展。
謝湧海又讚揚林鄭有意做到金融發展及

監管達至平衡，如計劃成立由財政司司長
主持的「金融領導委員會」，同時向金融
發展局投放足夠資源，以加強香港在國際
金融中心間的競爭力，強化其開拓市場、
推動巿場發展和培養人才的角色，而她的

教育及土地政綱也很務實。

李耀新：林鄭符四大標準
金融服務界選委李耀新表示，林鄭符合中

央特首人選的四大標準，無論在愛國愛港、
中央信任、管治能力、港人擁護等方面都能
勝任，而她的行政經驗豐富，熟悉政府多個
部門的運作，以往並擔當多個政策範疇的工
作，更認真聽取業界的代表意見，支持及了
解業界的發展，在監督與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他認為，林鄭與中央有良好溝通，希望

香港在「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等國策下，
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成為世界
重要的金融橋頭堡、金融樞紐城市。
另外，《經濟日報》昨日報道，原本提

名曾俊華的胡文新會投票支持林鄭，考慮
到社會尤其民生問題需要做好，而林鄭這
方面較有經驗，故最終認為林鄭是更合適
人選。胡文新所屬的酒店界有17名選委，
其中14人已提名林鄭，包括嘉華主席呂志
和及其女呂慧瑜、恒基副主席李家誠、信
和執行董事黃永光。至於胡文新的父親、
合和主席胡應湘，則循地產及建造界成為
選委，並提名了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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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劍崙胡文新棄薯投娥
讚林鄭願聽業界意見 不滿曾俊華政綱及表現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梁悅琴、陳楚倩）選前最後一

天，提名曾俊華的兩名選委表明

會票投林鄭月娥。金融服務界

「票王」、前立法會議員詹培忠

之子詹劍崙，決定與業界其他16

個選委票投林鄭。他讚揚林鄭有

新思維，願意聆聽業界意見和行

動，相反曾俊華未有檢討昔日推

行的財金政策，在業界論壇上表

現不佳。酒店界選委、合和董事

總經理胡文新也認為，林鄭在民

生方面較有經驗，是更合適的人

選，同樣決定票投林鄭。

詹劍崙不滿曾俊華
在金融服務界論壇上
未有檢討昔日的財金

政策，反之林鄭月娥處處表現出願
意聆聽業界意見。事實上，兩人於
同日出席該界別論壇，過去9年半
主管金融業的曾俊華未有切實回應
業界問題，更以任內有財政盈餘邀
功，被業者「窒」後更隨即面黑
黑。而林鄭則表明，當選後會在財
金班子上注入較多新血，以新思維
及新動力改變過去的無為作風。
18名金融服務界選委早前舉辦

論壇，林鄭及曾俊華先後與業界代
表會面。選委之一、著名股評人鄧
聲興當時問到曾俊華對任內的業界
發展滿意與否、有否改善空間。曾
俊華回答時卻「叻唔切」離題，稱
任內的 9 年半非常波動，包括
2008年出現金融海嘯，做了不少
工夫，令金融市場基本穩定、經濟
基本增長，除財政健康外更有盈
餘，「我唔會話去讚自己，但我相
信我係可以向香港人交代得到，我
亦都係不負中央所託。」
主持隨即追問道：「既然好滿

意，即係如果你當選，未來5年
唔需要有改善空間啦？」曾俊華
即時顯得不悅：「呢個係你講
嘅，我哋永遠都有改善空間，呢
個根本係唔使講，我唔知你點解

總係講埋呢啲咁嘅嘢。」
林鄭月娥當時則強調，政府要在金融發

展扮演領導角色，並暗諷曾俊華任內無領
導能力及唔做嘢，「正如上年港交所同證
監會就監管上市諮詢好似有意見分歧，但
睇唔到有一位好有領導地位嘅人講幾句，
等市場知道發生咩事。」被問到當選後會
否招攬市場中人加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及是否已有財政司司長人選時，她笑言目
前局內僅得正副局長及政治助理3人可以換
人，「大家想問我係咪想轉人？財金系統
可能新血更多，要有新思維、新動力，唔
係無為政府。」 ■記者 朱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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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劍崙詹劍崙（（前排右三前排右三））等等1717名金融服務界選委昨日發表聯署聲名金融服務界選委昨日發表聯署聲
明明，，決定投票支持林鄭月娥決定投票支持林鄭月娥。。只有徐聯安只有徐聯安（（後排左二後排左二））沒有聯署沒有聯署。。

■■曾俊華與胡文新在2014年中出席《竊聽
風雲3》首映禮。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在政綱中，
提出多項助業界發展的
具體措施，包括確立中
醫藥在公營醫療系統的
定位、改善18區中醫診
所的三方合作模式、促
進中醫師的專業發展，

及研究並促成本港中醫藥的發展，以開拓內
地和鄰近國家的中醫藥市場，不難看出她對
中醫中藥業界的支持及關注，故我會支持
她，希望她當選後，可推進業界前進。
同時，林鄭月娥不但符合中央早前列出的

下屆特首人選的四大標準，亦在政府架構工
作多年，為人有承擔，更在各不同的重要部
門擔任要職，工作經驗豐富，因此深信她當
選後，可協調各政府部門及推行適切可行的
政策措施。

支持中醫 政策可行
中醫界選委馮玖

■■馮玖馮玖

關顧業界 做事擔當
體演文出界演藝組選委、
香港影業協會理事長洪祖星

目前，香港舉辦大
型電影頒獎禮及首映
禮的場地不足，經常
使用的香港文化中
心，放映設施落後，
座位又不多，市民欲
購票入場參與活動可
謂「難過登天」。我

們在與林鄭月娥會面時，提出在西九文
化區覓地舉辦這類大型電影活動，對方
即答應協助，反映她能關顧業界訴求
（編按：西九文化區有演藝綜合劇場）。
林鄭月娥在政府工作了一段很長時

間，做事一向有擔當，不會「卸膊」及
拖拖拉拉，講得出、做得到，加上公務
員以往在她的領導下，士氣甚佳，是擔
任下一任特首的最適當人選。「演藝之
友」名單14名選委經過商議後，一致決
定會在今天選舉中，投林鄭月娥一票。

平衡各方 從善如流
體演文出界文化組選委、

香港國際藝術交流協會主席林天行
雖然我未有提名

任何候選人，但今日
的選舉中一定會投林
鄭月娥一票。自己在
這段時間不斷留意3
位特首候選人的政綱
和表現，最後認為林
鄭月娥是比較適合的

人選。特別是平衡很重要，不應偏向任
何一方，社會應該要有平衡的和諧，而
林鄭月娥能力較全面，應可達到這方面
的目標。
林鄭月娥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政綱很完

備，對於我提出的3項訴求，包括加強藝
術教育、增加專業展覽場地、成立藝術學
院，林鄭月娥均十分重視，相信她若能成
功當選特首，有關訴求未來可獲得落實。

■■洪祖星洪祖星

■■林天行林天行

■■李焯芬李焯芬

作風乾脆 執行力高
體演文出界體育組選委、
香港單車隊女隊教練黃金寶

林鄭月娥作風乾
脆、執行能力又高，
一直以來都很關心和
熱心香港的體育事
務。我在當運動員
時，就體育事務、參
觀體育學院、興建將
軍澳室內單車場、啟

德體育城等事項，跟當時任民政事務局常
任秘書長的林鄭月娥有過溝通、交流、共
事和接觸。從多項體育政策、體育設施的
硬件建築（上看），林鄭月娥都有做實事
的執行力。這點在我們體育界組別的選委
會議上，大家都一致認同林鄭對體育的情
懷，故我們全數15張提名票都投予她。

做事有心 親力親為
體演文出界文化組選委李焯芬

林鄭月娥過去經常
參加香港舉辦的各種
文化活動，擔任發展
局局長時亦積極推動
活化歷史建築群的工
作，推動業界發展不
遺餘力。她做事好有
心、好實際，親力親

為地推動香港文化藝術及文物保育的工
作，我相信她絕對能領導業界有更美好發
展。
有人口說要團結香港，其實得個講字，
只有林鄭月娥有胸襟與作為做到「團結香
港」。她當年仍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
秘書長時，已在共建維港委員會（編按：
現稱海濱建設委員會）內透過遠景，成功
協調不同意見的持份者，共同解決填海問
題，美化維港的工作做得相當成功，以致
香港擁有今天美麗的海濱長廊。她能成功
與不同意見的人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討論，
足證她氣度與能力可凝聚不同政見的人，
真正做到團結港人，我一定會投她一票。

■■黃金寶黃金寶

選委心聲：我票投林鄭
經驗豐富 欣賞處事

宗教界選委、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

香港是國際大
都會，要制定和
推行各方面政
策，需具備多元
化的經驗和知
識。綜觀3位候
選人，林鄭月娥
具多年處理政務

經驗，以往在政府工作亦有不少政
績，因此是3位之中的最佳人選。
林鄭月娥在政綱中倡設宗教事務

小組，但遭天主教香港教區反對，
其後她表明當選後不會跟進設立小
組。道聯會雖支持成立小組，但香
港是文明進步社會，各界可有不同
訴求，這些訴求日後可透過更多的
思考和商討去解決。林鄭月娥是次
的處理方式做得不錯，是其中一個
令他欣賞的地方。

能力較佳 大將之風
宗教界選委、孔教學院湯恩佳

其實3個候選
人都不錯，但林
太好一點，是我
的女媧。我和林
鄭月娥相識已
久，知道她在政
府工作了數十
年，了解整個政

府運作，經驗豐富和有活力，工作能
力較佳，過去曾負責不同部門範疇，
相對另一候選人曾俊華主要負責財金
來得全面和整體。
林鄭月娥是愛國愛港的候選人，

沒有什麼缺點，近月出席各項選舉
活動時的表現不錯，在選舉論壇上
與其他候選人交鋒時，仍可保持笑
容可掬，以風趣的方式回應，具有
大將之風。

■■梁德華梁德華

■■湯恩佳湯恩佳

穩打穩紮 熟悉運作
中醫界選委、

香港中醫師公會會長關之義
我會支持二號林鄭月

娥！不論是政務經驗或個
人能力，她都充分顯示出
有足夠能力擔任行政長官
一職。中央早前已明確列
出對下屆特首人選的四大
標準，包括「愛國愛港、
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

港人擁護」，林鄭月娥絕對勝任有餘。
綜合過去接觸林鄭月娥的個人經驗，以及她

早前在電視辯論的表現，充分顯示她穩打穩紮
的個性，會踏實穩健地推行政策，十分「穩
陣」，相信她當選後，可以團結不同界別甚至
政黨，共同推動香港前進。
再者，她曾在發展局、社會福利署等多個重

要政府職位擔任要職，政務經驗十分豐富，甚
了解政府各部門架構及運作，若成功當選，有
利她協調及推動相關政策。

■■關之義關之義

政綱全面 政策溫和
中醫界選委黃傑

林鄭月娥所提出
的個人政綱中，提
供及兼顧中醫業界
的發展需要，對業
界的未來發展有前
瞻性。她的政綱亦
較全面，民生、經
濟等方方面面均一

一兼顧，加上她曾擔任政務司司長，過往
亦擔任多個政府重要部門要職，有豐富的
政務經驗，深切了解各部門運作，有利政
策推行。
我支持林鄭月娥的原因不單如此。我
的政治傾向較和平，而林鄭月娥為人不但
有承擔，推出的政策亦較溫和，有助紓緩
現時社會存在的尖銳矛盾或問題。
有人指現在社會撕裂，導致社會出現

動盪，甚至影響經濟發展，我相信林鄭月
娥當選後，可團結各界，帶領香港向前。

■■黃傑黃傑

■記者 鄭群、高俊威、沈清麗、聶曉輝、殷翔、尹妮、潘志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此前未表
態支持哪一位特首候選人的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昨日在接受now新聞台訪問
時，讚揚林鄭月娥辦事能力高，最符合
中央就特首人選提出的四項標準，相信
新民黨黨員會以此作為投票的指標。她
批評曾俊華雖然支持度高，但政綱不實
在。

新民黨有24名選委。他們早前分別與
林鄭月娥、曾俊華及胡國興閉門會面。
葉劉淑儀在會面後指，3名候選人政綱都
參考了她的競選政綱，而3人亦各有優
勢：林鄭月娥「熟書」，答問題時四平
八穩，且「表現較以往謙虛，希望佢繼
續進步」；胡官富幽默感；曾俊華有親
和力。

葉劉點讚 信新民黨投林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