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惕反對派預設的歪論陷阱

反對派設下陷林鄭於不義陷阱
今天不管哪家民調，市民都已認定林
鄭的當選機會最大，可能連大多數媒體
也覺得曾俊華的落敗已無懸念，故而開
始把興趣放在了估林鄭能拿多少票上。
不少善良的市民也希望林鄭能高票當
選，好讓攻擊她「低民望」的論調收

聲，社會減少些噪音，以使未來的施政
能有個好的開始。但願望歸願望，現實
卻未必如此。因為反對派早已預設好了
一套將林鄭陷於不義的歪理陷阱。套用
《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小說名稱，
反對派對林鄭當選結果的解讀，就是
「一樁事先張揚的歪論謀殺」。
反對派對林鄭最大的攻擊就是所謂的

「低民望」，主要競爭對手曾俊華為此
還絞盡腦汁生造了一個林鄭「三低」的
金句。反對派一直在用各種公關技巧炮
製曾俊華的「高民望」，刻意營造出一
種曾俊華「高民望落選」和林鄭「低民
望當選」的社會觀感，以此強化其散佈
的所謂「小圈子選舉」的「荒謬」和
「不公義」，從而把香港的民意推向中
央政府的對立面。

林鄭得票高低難阻反對派攻擊
因此，可以預見，林鄭當選得票無論

高低，都難以阻止和減少反對派的敵意
和攻擊。若林鄭的得票數不如梁振英當
年的689，反對派定會以其慣用手法，
用對付梁的伎倆，冠以「6××」數字
去標籤醜化林鄭，譏諷其為「連CY都

不如的三低特首」，令其「好打得」形
象大插水，施政舉步維艱。
若林鄭得票高於689，甚至如某些報刊
預估的可達720票以上，是不是就可以令
反對派收口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即使林鄭拿了再高的票數，他們定會將
林鄭的高票說成是「阿爺欽點」和「西
環干預」的結果，說成是選委們的「反
主流民意」，說成是「小圈子選舉的荒
謬」。「貼標籤」、「扣帽子」是反對
派的強項，他們為林鄭預設的「缺乏民
意支持」陷阱雖不高明，卻容易蒙蔽
人，普羅市民應擦亮眼睛，提高警覺。

反對派針對任何中央信任的人
林鄭的「原罪」不在於是否有高的民

意支持，而是身上帶着「C」的光環。

反對派口中的「ABC」的「C」，不是
CY，不是Carrie，而是China。任何被
中央信任和祝福的參選人，都會面臨反
對派的窮追猛打；反對派也根本不在乎
你得票的高低多寡，因為他們口中講的
不是道理而是歪理。
所以，在梁振英不尋求連任，林鄭宣
佈參選以來，她便很快成為了反對派的
「靶子」，面臨的都是一面倒的抹黑攻
擊；即使日後當選特首，無論得票多
高、政績如何，終難在某些別有用心媒
體和反對派口中擺脫「缺少民意支持」
的形象。從這個角度講，林鄭作為未來
的特區之首，大可笑對風雨，勿忘初
心，堅定地帶領新一屆政府班子幫助香
港走出困局。「路遙知馬力」，香港市
民終將對林鄭作出公允的評價。

特首選舉結果今天揭盅。這場選舉，香港市民本來有機會實現

「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願望，但最終被反對派硬生生腰斬了，因

此升斗市民「有得睇，無得選」。 反對派向來擅長歪理和詭辯，

加上一些媒體的幫腔和人們的善忘，反對派綑綁拉倒政改的一幕

在不少市民記憶中似乎有些模糊了，難怪「李超人」要大聲地提

醒大家：「是誰毀滅了香港人手上的一人一票？」「要找這些禍

首」！

黃 禾

觀乎今屆特首選戰，曾俊華在傳媒面前
及論壇上大派「軟糖」，向香港人繪畫
出「休養生息」、「大和解」的美麗願景，
但一提到經濟民生、扶貧安老等實際問題就
支支吾吾，交白卷。反觀林鄭，沒有花言巧
語，誠懇和熟書，從全方位闡述施政綱領，
讓市民看到香港未來5年的發展方向。我們
需要的是一位真正能帶領港人認真思考
前路、實幹謀發展的特首，而不是只懂耍嘴
皮「呃like」、開「空頭支票」的政客。
雖然曾俊華自爆在「佔中」期間曾感觸

落淚，但在關鍵問題上搖擺不定。一邊承
諾會爭取在2020年前，盡快完成基本法
23條立法及重啟政改，卻避而不談「8．
31」框架；見勢色不對，又「改口」稱應
以「8．31」框架進行政改。這種左搖右
擺的作為，缺乏擔當精神，怎能獲中央信
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公開指出，「中央

信任」是特首人選的重要條件；今年兩
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指出，
中央對特首要求高於司長及局長，曾俊華
夠不够格，不言而喻。
《星島日報》近期委託「CSG精確市場

研究中心集團」進行特首選舉民調，在「最
熟識政府政策同運作」及「最得到中央
信任」兩項中，林鄭月娥大幅領先，分別為
57.7%及83.9%。大眾明白，最受中央信任
及熟識政府工作，是林鄭的重要優勢。
香港要和內地進一步深化合作，林鄭

獲得更多的中央和港人的支持。林鄭政
綱中提到香港經濟的轉型問題。粵港澳
大灣區的建設，「一帶一路」戰略，都
有待香港參與，重振製造業，培養科創
企業，港人希望選出中央信任的特首，
爭取中央給予香港更大扶持。
林鄭為官多年，有「好打得」聲譽，

即使面對爭議問題也立場堅定、不會低
頭。這在香港複雜情況下，是非常重要
的品格。而且，林鄭勇於接受民眾批
評，證明她努力與大眾尤其是年輕人溝
通。
曾俊華花招多，實際工作如何大家印象

模糊。過去9年香港政府財政穩健，但民生
問題沒有得到踏踏實實投入解決。最令人質
疑的是，當財政司司長時，曾俊華明確表示
不可行的累進稅率，卻在競選時提出。香港
經濟下滑，可能被深圳超越，難得表現優秀
的企業，卻要面臨加稅，說明曾俊華把個人
政治利益，放在香港長期發展之上。
港人要深切思考，未來5年實幹，遠比
「空頭支票」重要。我相信林鄭有能力
帶領香港，贏得中央支持，港人擁護，
彌合分歧，不要讓立場不堅、缺乏能力
的人把香港引向歧路，陷入撕裂泥潭。

吳學明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副主席

港人要實幹特首 不要「空頭支票」政客

特首選舉即將揭盅，經過
兩個月的競選工程，相信大
家都感受到林鄭月娥熟悉政
策議題，政綱最具可行性，
內容最豐富、最實在，團隊
陣容最鼎盛，獲得最廣泛的
選委支持。無疑，林鄭月娥

是最合適的特首人選，是最能夠帶領香港走
出困局的人。
林鄭月娥和其餘的候選人比較，顯然是最

好的。胡國興完全缺乏行政和政治經驗，對
香港的公共政策和經濟民生不熟悉，實在難
以予人信心。至於曾俊華，於競選期間不斷
惡意貶損林鄭月娥，挑起政治爭議，不利社
會團結，也背離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
江希望香港別再政治化的要求。
更何況，曾俊華擔任財政司司長期間，連

續多年錯估預算，長期採取較保守的財政政
策，「應使不使」，反映其管治能力不高
明；曾俊華更沒有處理重大政治議題的經
驗，絕少就愛國愛港問題發聲，根本未受過
考驗，無論能力或經驗，都遠遠及不上林鄭
月娥。
由於泛政治化的折騰，周邊競爭對手急速
發展，香港面對的競爭愈來愈嚴峻，新特首
必須兼備經驗、能力、政綱及團隊，能夠駕
馭複雜的政治形勢。這幾方面綜合素質，林
鄭月娥是最佳人選。中央對特首的四個要
求：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
人擁護，林鄭月娥完全符合要求。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已到關鍵路

口，選委們必須善用手上一票，選擇一位中
央充分信任，熟悉香港情況的新特首，帶領
香港再次高飛。

朱銘泉 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工商聯常委

特首選舉即將揭盅。日前
「超人」長和集團主席李嘉
誠表示，會投票給中央信任
的人，希望新特首與中央好
好合作，加上港人的好建
議，將香港推向有希望及值
得驕傲的地方，可以有奇

跡。李嘉誠明確表態，重視特首候選人與中
央的關係，支持中央信任的人當特首，這是
傳遞工商界的主流聲音，顯示工商界與中央
對特首人選的判斷一致。工商界以香港為
家，絕對支持中央信任的人做特首，支持林
鄭月娥順利當選，團結各界，與民共議，帶
領港人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令香港這隻會
生金蛋的鵝振作展翅，延續東方之珠的奇
跡。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經濟城市，過去港人

以獅子山精神，靈活打拚、創業創富，寫下東
方之珠的不朽名句。可惜，近年香港事事政治
化，無論政制、經濟、民生都發展緩慢，競爭
優勢不斷削弱，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工商界最
心急如焚，願意與社會各界共同合作，利益均
霑，努力扭轉香港面臨的困局，選好有心有力
有承擔的新特首，可以說是香港實現新轉變的
重要契機。
眾所周知，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國家

的關係密不可分，搭上國家快速發展的快車，
更是香港的前途和未來所在。特首作為中央和
香港之間最緊要的聯繫人，既要向中央負責，
也要向港人負責，特首必須得到中央信任和港

人擁護，而且首先要強調中央信任，才能保證
「一國兩制」的落實不變形、不走樣，保證在
「一國」的前提下「兩制」和諧發展，才能更
有效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此次參選的3位候選人中，林鄭從以往政

績、能力，到此次參選的政綱、表現來看，
最符合中央提出的「四個標準」，而且是唯
一能得到中央信任的。中央信任，不是口頭
說說而已，而要經過長期的觀察判斷，林鄭
經得起考驗。這一點，相信中央、本港大多
數選委和廣大市民一樣，眼睛是雪亮的，判
斷是正確的。
今年兩會期間，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借會見港澳全體政協委
員的機會，闡述對正在進行的特首選舉的期
望。他除了重申中央對特首人選的四個標準，
即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
擁護之外，特別提出，下一任特首必須要有
「強烈的擔當精神和駕馭複雜局勢的能力」，
能夠得到中央的充分信任，團結香港各界人
士抓住機遇、共謀發展、促進和諧。張德江
強調，希望大家本着對國家對香港的高度責
任感，以國家發展大局和香港整體利益為重，
堅定投票，支持符合中央要求的行政長官人
選。這是向香港各界發出的對特首選舉的重
要信息。
工商界和絕大多數香港市民一樣，希望選委

在選舉特首這個關乎國家和香港重大利益的問
題上，拿出擔當精神，按照中央和港人的期望，
為國家和香港作出負責任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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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干擾選舉涉嫌觸犯《選舉條例》

作為反對派大佬和幕後金主，黎智英每逢
有機會給香港製造動盪，都會披掛上陣，今
次特首選舉也不例外。他日前發表文章，聲
稱胡國興出選為鎅曾俊華票，其目的昭然若
揭，就是製造輿論壓力，迫使曾經在提名階
段支持胡國興的「民主300+」成員轉投曾俊
華。在民主黨及公民黨的牽頭下，「入世未
深」的選委被迫綑綁投票。黎智英還透過旗
下媒體，為曾俊華搖旗吶喊，令反對派選委
不能按自己的意願投票，甚至企圖令特首選
舉流選，令香港出現憲制危機。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任何
人不得發佈干擾選舉的虛假或誤導陳述。黎
智英3月12日於《蘋果日報》發表題目為
《不要讓陰謀得逞》的文章，直接指出「中
央政府找胡國興出來是扮泛民代表，設下鎅
票機制，令傻乎乎的泛民分散票源投到口是
心非的胡國興身上。」相關指控毫無事實根
據，足以影響原本有意投票給胡國興的選委
轉而投票給其他候選人，或索性投棄權票，
直接影響胡國興的選情。
黎智英對另一位候選人林鄭月娥更不會放

過。3月20日《蘋果日報》「八方剝花生」
的專欄，提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謝曼怡曾被林鄭月娥鬧到大喊一
場。有關傳聞，已經被謝曼怡的丈夫、公務
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周達明澄清。這個對林
鄭月娥的虛假或誤導性陳述，同樣企圖令原
本屬意支持林鄭月娥的選委，極可能在特首
選舉當日轉投其他候選人，影響林鄭月娥的
選情。
香港是尊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地方，
但這絕不代表作為「第四權力」的大眾傳播
可以視法律如草芥，可以在特首選舉期間，
以身試法，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新聞工作者的天職是將真相傳遞給大
眾，讓大眾自行作出判斷。為了履行天職，
新聞工作者必須反覆求證，核實資料來源。
黎智英發表「鎅票論」，有否向胡國興求
證？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支持他的陳述？《蘋果
日報》指有資深政務官被林鄭月娥鬧哭，又有
否向當事人求證？黎智英及《蘋果日報》發表
極不負責任的陳述，涉嫌觸犯《選舉(舞弊及非
法行為)條例》，更違反新聞操守。

王偉傑 群策匯思常務理事

林鄭最有能力帶領香港走出困局
陳國旗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特首選舉今日投票。從3位候選人的政
綱以及其過去的政績觀之，針對勞工階層
關注的標準工時立法、取消強積金對沖、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等，林鄭的表現遠比曾
俊華、胡國興優勝得多，林鄭與勞工界一
直有商有量。反觀曾俊華、胡國興，都是
不食人間煙火、不知勞工疾苦，怎會真心
關注勞工階層，怎會知道勞工階層最需要
什麼，哪怕二人的政綱有提及勞工問題，
都屬敷衍性質，靠不住。

標準工時立法、取消強積金對沖、全
民退休保障立法等勞工問題，牽涉勞工
和資方的利益，要處理得好，最重要是
勞資雙方「有得傾」。作為參選政綱，
一旦當選，就需要落實執行。看3位候選
人，只有林鄭有承擔、有魄力，能務實
解決3大問題。林鄭多年來接觸勞工階層
遠比曾俊華、胡國興多。別的不說，在
處理強積金對沖問題上，她非常着緊，
而在扶貧、安老、助弱方面，她亦親力

親為，功不可沒。
由此觀之，假若林鄭當選，對3大問題
定會務實處理。作為勞工階層一分子，
我們支持勞工界60個選委按照業界的意
願和利益，支持符合中央「四標準」的
候選人，投林鄭一票。
林鄭若高票當選，更可切實打破反對

派、黎智英的「造王」大計。為香港未
來5年帶來新希望、新氣象，讓香江更繁
榮穩定。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工商界期盼選出中央信任的特首

作為本港工商界的代
表人物，李嘉誠熱愛關
心國家和香港，他高瞻
遠矚，洞幽燭微，每次
發表有分量的言論，例
必受到社會重視。李嘉
誠表態支持林鄭，再次

顯示李嘉誠眼光精準，視野開闊，思維
周密，看問題切中肯綮。李嘉誠重視特
首候選人與中央的關係，支持中央信任
的人當特首，這不僅是傳遞工商界的主
流聲音，而且表達港人的共同願望。
特首選舉將於今日舉行，長和系主席
李嘉誠回應特首選舉問題釋放的主要信
息有四：一是強烈暗示支持林鄭，二是
支持的理由是中央信任林鄭，三是以
「女媧補天」神話回應彌補香港社會撕
裂等問題，四是希望新特首突破香港停
滯不前的困局。李嘉誠支持林鄭傳遞的
信息，表達了港人的共同願望。

支持林鄭的理由是中央信任
李嘉誠在記者會上被問到對特首選舉
會支持及投票予誰時表示，特首民望固
然緊要，但他更看重新特首跟中央的合
作關係，「邊位能夠同國家合作，中央
信任，我自己就投嗰位。」
中央對特首人選提出「愛國愛港、中

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的四
標準。在今次特首選舉中，「中央信
任」的問題受到特別關注，其原因是中
央對特首人選的標準，特別增加了「中
央信任」這一條。「中央信任」到底有
什麼含意，反對派有一種說法，聲稱曾
俊華曾經多年出任中央任命的主要官
員，中央不可能不信任云云。對於李嘉
誠指會投票予中央信任的人，曾俊華回
應稱，相信自己亦是中央信任的人，因
自己曾任海關關長及財政司司長云云。

實際上，「中央信任」有兩層意思：
第一，今年兩會期間，主管港澳事務

的張德江委員長明確指出：對特首的信
任不同於一般問責官員。從憲制上看，
行政長官是特區最高領導人，中央對特
首的信任是最高層次的信任，中央對主
要官員的信任則是低一層次的信任，兩
者絕不能等同。張德江的講話，明確否
定了「擔任過主要官員就必然可以出任
特首」的說法。
第二，中央對特首參選人的觀察，不

僅是看其過往的表現，更要看其在大是
大非和涉及原則性問題上的態度和表
現。在此次特首選舉中，曾俊華在涉及
大是大非和原則性的問題上，態度搖擺
不定，既想獲得中央信任，又想滿足反
對派選委提名的「要價」，企圖八面玲
瓏、左右逢源。這顯然是既失去了原則
底線，又喪失政治品格的行為，不可能
得到中央的信任，也不可能得到廣大市
民和多數選委的支持。

林鄭可帶領香港彌合撕裂
李嘉誠被問到過去香港因為人為因素

影響社會，出現撕裂情況時，他表示：
「我比較樂觀。中國古時神話有『女媧
補天』，很多事都是人為，相信撕裂及
其他問題，都可以克服。」
林鄭有擔當、有能力、有願景、有親

和力，能夠解決香港社會撕裂及其他問
題，香港最需要這樣能夠突破困局的特
首。林鄭選用「同行」、「We Con-
nect」作競選口號，是有見香港社會撕
裂，欠缺和諧，盼能團結港人向前。這
充分顯示林鄭的親和力、凝聚力，可帶
領港人化解矛盾、彌合撕裂、凝聚共
識、共建和諧。
李嘉誠在記者會上一度哽咽感觸的，

是香港過去幾十年屢創奇跡，把不可能

轉為可能，但近幾年卻停滯不前，現時
香港GDP只佔國家約2%，李嘉誠希望新
特首可為香港帶來新局面，再次發揮香
港的力量，而這需要與中央合作。
對此，林鄭與李嘉誠有同感。林鄭在

競選中表示，每次看到香港經濟增長的
圖表，便感到十分不甘心，因為香港過
去 10 年的平均經濟增長只得 3%至
3.4%，但鄰近新加坡的同期平均增長達
6%。她認為香港的經濟增長可以做得更
好。林鄭不甘經濟增長落後，與李嘉誠
感觸香港近幾年停滯不前，實際上表達
了港人彌足珍貴的獅子山下精神，包括
堅韌不拔、自強不息、披荊斬棘、共同
拚搏等核心價值。
李嘉誠有感而發，指香港「一人一

票」選特首本來已經有，中央已經批
准了，但被某些人毀滅了這個願望，
「邊個係禍首呀？好少人責備他們，
我係是就是，非就非，唔會是非不
分！」
今天一些竭力在特首選舉中企圖「造

王」的人，就是當日否決「一人一票」
選特首的同一批人。2015年反對派打出
「真普選」的幌子，綑綁否決了特區政
府按照人大「8．31」決定制定的特首普
選方案，令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
一票」選特首的期望落空。反對派剝奪
了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後，
卻心懷叵測參與他們一直鞭撻為「小圈
子」的特首選舉，企圖「造王」進行政
治交易。李嘉誠在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
上，旗幟鮮明批評反對派是扼殺「一人
一票」的禍首。這啟示廣大市民和選
委，曾俊華在「8．31」決定等重大原則
問題上與反對派達成「魔鬼交易」，甘
願充當反對派的政治代理人，如此喪失
政治品格和政治底線，豈能勝任特首一
職？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李嘉誠支持林鄭 表達港人共同願望

林鄭務實有為 勞工大眾全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