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勝選感言：選舉過後 團結向前

曾俊華籲棄己見挺新特首
祝林鄭當選讚勤力能幹 冀社會團結讓港更美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首候選人
胡國興在選舉中僅得21票而落敗。他對落敗
表示失望，並祝賀林鄭月娥當選，希望對方
在未來5年與眾同行，兌現其競選承諾。他
說，自己是個樂觀的人，「失望只是一陣間
的事。」希望自己數月來有話直說、勇往直
前的表現，能鼓勵港人堅持自己的小陣地，
「以後有緣，江湖再會。」
胡國興昨日在祝賀林鄭月娥當選的同時，
感謝投票予他的選委，讚揚他們是守原則的
人，又形容反對派選委沒投票給他是沒有按
良心行事，「但講唔上出賣。」被問及所得
票數僅有雙位數，他指雖感失望，但21票已
算不錯，因絕大部分的非建制派選委已表明
會投予另一位候選人。他說會尊重選委的選
擇，明白提名及投票是兩回事，選委沒有欺
騙他，沒有投票予他是選委的個人選擇。
他笑言，自己過去出任法官，習慣做「球

證」，今次參選猶如落球場「踢前鋒」，並
感激家人及競選團隊的支持，「我們人少，
但夠隊形，特別感謝我太太，如果有人『鬆

踭』，她一定會哄我。我不在乎他人在日後
會記得我什麼，只在乎我記得在參選路上遇
上的每一位香港人。」
胡國興說，希望71歲的他這種不含糊、不
閃避、有話直說及勇往直前的態度，能為港
人作出積極的示範。他續說，很喜歡自己長
大的地方，以往常流連的地方是榕樹頭，現
在該處有很多棵大榕樹。每棵都曾經是小小
的種子，只要能堅定守着自己的小陣地，數
十年後就無人能撼動，希望港人堅守自己小
陣地，在陽光下努力，為生命的理想堅持。

胡官批反對派不按良心行事

香港文匯報訊 林鄭月娥在昨日舉行
的香港特區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中大
勝，當選第五任行政長官人選。選舉結
果公佈後，林鄭在記者會上發表感言。
全文如下：
各位香港市民：
這一刻我懷着謙卑的心情，作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任行政長
官，與大家開始新的一段同行。
我要感謝曾俊華先生和胡國興先生，
還有葉劉淑儀女士，他們在今次選舉過
程中的表現令人敬佩，更啓發了我很
多。我希望他們會繼續用他們覺得合適
的方法，與我一起服務香港人。
我亦要感謝所有選舉委員會委員，無
論他們投了票給哪個候選人。多謝他們
對香港的關心和在這場選舉的積極參
與。
還要感謝傳媒，尤其是前線的記者朋
友。多謝你們一直協助市民監察我。兩
個多月的奔波，辛苦大家了。
我競選辦的同事亦都辛苦了，他們日
以繼夜的工作，我衷心感激。

補撕裂解鬱結 以實績爭認同
我更要多謝在選舉過程中，與我分享

過意見、或是用不同方法表達過想法的
社會人士和廣大市民。在參選之前，我
自信有多年的公職經驗，應該已經算是
了解情況。但在選舉過程中，我聽到很
多人的心聲，學了、體會了很多新的事
物和對事物的不同角度。我看到自己的
不足，明白必須要加把勁。
我亦都明白行政長官的工作，會與我

以前在政府所有的崗位都不一樣。在以
前的崗位，我比較着重落實解決問題。
而作為行政長官，我有責任找出事情的
癥結，更宏觀地梳理問題。
香港、我們共同的家，今日存在頗嚴

重的撕裂和積累了很多鬱結。我的首要
工作就是去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
大家向前。
對我來說，團結是要實實在在、一步

一步建立起來的。我會用具體的工作和
扎實的政績去答謝支持我的人，以及贏
取未曾支持我的人的認同。我深信：行
動比說話更有力。

跨派別廣納賢 聆聽共議決行
在參選之初，我提出要為管治注入新

風格。現在當選之後，我會馬上約晤立
法會各黨派的議員，之後我希望建立恒

常的溝通機制，為行政立法關係打好基
礎。
我亦重申：我組織管治團隊的原則是

廣納賢能、用人唯才。只要有心、有
力、有承擔服務香港，不論派別，我都
會誠意邀請他們加入。
而我亦會要求我管治團隊的每一個

成員：必須用心聆聽、與民共議，同
時要議而有決、決而有行，這樣我們
才締造到可行的共識，得到社會最大
的支持。
團結向前的工作在候任期間就要開

始。以我在政綱裡面提出每年增加50
億元教育經常開支為例，我會盡快聯絡
教育界的各方持份者，以及立法會的各
黨派，無論大家的政治立場是什麽，都
應該坐下來，從莘莘學子的利益出發，
一起討論和決定如何使用這筆新資源。
我有信心大家可以求同存異，達到多
贏。
同樣地，我在政綱內提出要策略性地

運用財政及稅務措施，促進經濟發展。
其中包括引入兩級制利得稅，以及為鼓
勵投資科研的稅務扣減。香港需要新想
法，我會向各行各業的老闆和打工仔，
以及專家和學者提出邀請，共同制定稅

務的新方向。
大家都知道，一個困擾了香港一段時

候的問題是房屋。我承諾過協助香港人
置業安居、改善居住環境。要實現這理
想，我們需要更多可用的土地，關鍵是
如何在增加土地供應上建立共識。我會
相約規劃、工程、環保及地區人士，籌
組我在政綱中提出的專家小組，繼而開
展與民共議。

維護「一國兩制」堅守核心價值
香港社會多元，不同的意見經常並

存。多元包容、新聞和言論自由、尊重
人權等價值，以至經過很多代人努力確
立下來的司法制度、法治精神及廉潔操
守，都是我們香港人珍惜和引以為榮
的。作為行政長官，我會竭盡所能去維
護「一國兩制」、堅守香港的核心價值。
正因為這些價值，我們深愛香港這個

家，亦令我們的社會生動活潑、有創
意。
我歡迎並且鼓勵不同的聲音。我會

透過實務去證明，不同的聲音是可以
互相尊重，一起解決問題、逐漸修補
撕裂。
這項工作絕不容易，未來政府亦將會

有很多其他同樣甚至更加艱巨的工作。
我們盡量先易後難，也要聰明一些，結
合政府、公民社會以及民間的力量。

發揮青年力量 帶動社會前進
我特別希望發揮青年人的力量。青年

人充滿活力，更重要的是，青年往往是
走在社會的前端，帶動、推動我們整體
前進。
在今次選舉中，我深深感受到青年人

强烈的訴求和對香港的熱誠。我無論是
落區、出席研討會、遇上示威、或是接
到電話、電郵和臉書留言，很多時候最
敢言的都是較為年輕的朋友。而我在政
綱裡面的不少內容，其實都是受到青年
人的啟發。
我自己都是在讀大學的時候投身關注

社會，並立志追求一個更公義、更仁愛
的香港。幾十年後的今日，我依然熱愛
服務大家。
展望未來的五年，工作確實不少，要

克服困難也不容易。我懷着一直以來都
無變的初心，多加一份謙卑，期盼與各
位同行，以關心、聆聽、行動，建設一
個更美好的香港！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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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陣」與多個激進
團體昨日大舉部署試圖衝擊投票場地所在的會展，惟
最終參加人數僅兩百餘人。逾千警力擺設重重鐵馬陣
嚴陣以待，非法集會者「衝陣」失敗，最終高喊反對
口號後四散。示威期間，警方與示威者曾爆發激烈推
撞，更一度舉起黃旗，警告示威者不得超越封鎖線。
「人民力量」昨日兵分三路，一隊十餘人由副主席
譚得志帶領，佔據會展入口對面的狹窄人行道，對着
會展高喊口號，向進出選委施壓。眾多記者擠出馬路
拍照，人車爭路造成危險。警方為安全計，屢次勸喻
示威者旁移數米寛闊處，被示威者拒絕。有行人因道
路阻塞而憤怒不已而大叫：「阻住晒！」

集會無申請 大喇叭爆粗
另一隊數名示威者在會展港灣道出口東側，以兩個
大喇叭高喊口號和粗言穢語。第三隊參加「民陣」組
織的示威，由灣仔家計會步行至中環廣場。3個示威
點圍繞會展港灣道入口，均未向警方申請，屬於非法
集會。警方在現場警告示威者非法集會可能會被檢
控。
「民陣」遊行由「香港眾志」、「社民連」、「人

民力量」、職工盟、「工黨」、「小麗民主教室」和
公民黨等眾多偏激政團組成，梁國雄、黃之鋒、吳文
遠、黃浩銘等首腦帶隊參加，總人數約兩百餘人。

多次強闖失敗 叫完口號散水
遊行起步時，警方曾高舉黃旗，並揚聲示意遊行屬不
合法，促請參與者解散，惟示威者未有理會，更向警方
報以噓聲。在抵達預定示威區中環廣場後，梁國雄聲稱
自己是選委，要去投票，即率領示威者衝向港灣道會展
入口，被警員拉人牆阻止，雙方爆發激烈推撞。
最後，警員將梁國雄與人群分開，讓梁國雄自行進
去。吳文遠，黃浩銘、黃之鋒等又再多次帶頭衝警察
防線，警方屢次點名警告數名帶頭者。警方其後大舉
增援，設置重重鐵欄陣，終將非法集會者包圍在中環
廣場近港灣道三角位。
11時許投票結束，警員重重包圍非法集會的示威
者，要求示威者逐一登記身份證後離開，示威者鼓噪
拒絕。雙方僵持，僅數名示威者遵從登記身份證後離
開。雙方商議後，最終警方用鐵欄架設通道，讓示威
者回到中環廣場示威區。各團體代表輪流上台發言表
達不滿，發言還沒結束，示威者已陸續離去。

激進政團衝會展 噪音阻街惹民怨
與一批「自決派」立

法會議員在選舉中投
白票的社民連議員「長毛」梁國雄，昨
日在特首選舉結束後，為自己「錯判形
勢」而道歉，又呼籲各其他反對派選委
「抹去」過去的分歧，一起到中聯辦外
示威。不過，投白票的朱凱廸及邵家
臻就堅稱「我哋冇做錯」。不少「黃
絲」鬧爆眾人剛愎自用、死不認錯。
梁國雄此前不斷批評撐曾俊華的反
對派選委。昨日在「民陣」的遊行
後，他聲稱自己以往擔憂中央支持曾
俊華，倘加上「民主派」的支持會造
成「天下無敵的候選人」，現在要為
自己錯判形勢而正式道歉。他其後在
fb則聲稱，「要和解的話，下個禮拜
發動群眾去中聯辦，……聽住，所有
叫我去死嘅人，下個禮拜一齊出嚟，
我哋要起死回生。修補裂縫係多餘
嘅，大家一齊為新嘅抗爭做嘢，唔使
等七一，下個禮拜就做！」

投白票的社福界議員邵家臻稱，
「好多人話識錯我……我相信我嘅原
則，我冇做錯。」「香港眾志」主席
羅冠聰堅稱，反對派「全押」建制派
成本太高，故自己堅持投白票。朱凱
廸則稱自己對「民主陣營」鬧交感到
「好難過」，又稱「民主派」一定要
「企穩」云云。
他們的一批支持者就出聲撐。「Mensa
Fung」稱，「長毛你冇做錯到，就算你
投唔投票林鄭都過半，這是假選舉。由
始至終我都認同你想法，唔明你既（嘅）
人由得佢地（哋）唔明，日久見人心。」
「李冠榮」稱，「呢班人真係好恐怖，
又係你哋笑建制派選委投票時冇自由意
志，而家長毛，羅冠聰，朱凱迪（廸）
佢哋用自由意志投票又比（俾）你哋×，
咁即係點呀，你哋講×晒啦！」
知名「左膠」林忌也有發帖批評梁國
雄，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即留言反擊。
林忌狠批，「梁國雄自己都出來認錯判

形勢，朱凱廸同一眾左翼居然出來話梁
國雄冇錯，道歉只係『客氣話』。偉大
的左翼永遠都冇錯，錯的係市民，對唔
住呀偉大政客，我地（哋）辜負左（咗）
你地（哋）呀！……佢班『兄弟』，卻
好似擔心佢唔死，曾偉雄上身——『你
地（哋）冇做錯』，甚至反過來鬧人，
這就是左膠圍爐死不錯認（認錯）的後
果。」

網民譏圍爐「唔死都冇用」
不少網民也留言大罵。「Judy
Tsui」稱「梁國雄雖然剛愎自用，但
都懂say sorry」，而標註是「朱凱迪
（廸）唔死都冇用」。「Kathy
Fung」稱，「你自己慢慢抗爭啦，一
個與民意反對的選委同行抗爭，Sorry
lor （ 囉 ） 阿 哥 we can't support
you！」「Taro Lee」揶揄道，「再信
你班政棍，我會自己去驗腦！」

■記者 羅旦

「白票黨」又內訌「黃絲」鬧死不認錯

曾俊華昨日在敗選後會見傳媒表示，
坦言接受今次選舉的結果，「我曾

經想過，自己或許可以好像巴塞隆拿的那
場經典勝仗一樣，在完場前一刻反敗為
勝。但是現實就是，即使球隊踢得多麼
好，又有球迷支持，還不斷入球，都未必
能夠一定勝出。」

「港夢」會成真 冀促包容和解
曾俊華又指，今次這場選舉，好像和全
香港人一起發了一個夢，雖然昨日終於
「夢醒」，但仍相信一起發的這個「夢」
終有一日會成真，「我好相信，我們一齊
發的這一個夢，一個令香港可以變得更加
民主、更加包容、更加繁榮、所有人可以
活得更好更快樂的夢，已經實實在在地改
變香港，也改變每一個香港人同我們的下
一代，令到他們願意和我們繼續去發這一
個夢，直至我們的夢想，有一天成真。」
他呼籲其支持者，不要為選舉結果感

到失望及氣餒，不要將輸贏看得太重，更
加千萬不要失去對香港的信心。現在是大
家放下己見的時候，應以包容的態度，去
迎接即將到來的5年，一定要繼續為香港的
和解努力，「我之所以提出香港需要信任、
團結、希望，並不是因為我需要一個口號，
而是我真的相信，它們就是當前香港最需要
的答案。如果今次的選舉，能夠令我們更加
了解團結的價值，更加認識到我們未來的
路，應該怎樣走下去，更加體會到我們對
香港這個家的熱愛，我相信，我們的得
着，已經遠比我們要失去的多。」

籲助林鄭履行特首使命
曾俊華表示，自己認識了林鄭月娥已有
一段時間，也共事很多年，認為她是一位
非常勤力和能幹的人，衷心祝賀她當選成
為下一屆的特首，希望社會可給她一個機
會，讓香港變得更好，「這場選戰不只改
變了我，我相信亦一定觸動了她。在這

裡，我請大家給她一個機會，協助她履行
行政長官的使命，一起捍衛香港的核心價
值，重燃希望，讓香港可以變得更好。」

感謝競選團隊付出
他又感謝所有為這場選舉出過力的朋友，

「全靠你們的努力，以及無私、無怨、無悔
的付出，才令到我們有這個機會為香港打一
場令人難忘的選戰，令我們可以堅持到今天
這個終點。你們都是有心人。」
他相信，香港只要繼續有這些有心人，
就仍然有希望，「憑一口氣，點一盞燈；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靠着這些燈火，我
相信我們必定可以點亮香港的未來。」
曾俊華最後引用聖經表示，「那美好的

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
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指昨日雖
是他公僕生涯的黃昏，但是對於香港來
說，則是一個旭日初升的黎明，「因為，
我始終相信大家，我相信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

華）特首選舉昨日曲終人散，曾

俊華最後以365票落敗。他呼籲

自己的支持者不要為選舉結果感

到失望及氣餒，現在是大家放下

己見的時候，以包容的態度，去

迎接即將到來的5年，並讚揚林

鄭月娥非常勤力和能幹，衷心祝

賀對方當選，希望香港社會給予

林鄭月娥及其日後的公務員團隊

一個機會，協助她履行特首的使

命，一起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重燃希望，讓香港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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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籲社會給予林鄭及其日後的團隊一個機會，協助她履行特首的使命。曾慶威 攝

■■胡官認為胡官認為
反對派投票反對派投票
不循良心不循良心。。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昨日
特首選舉中一共出現5張問題選票，其中4張
被選舉主任宣佈無效，包括意向不明、被寫
上粗口或「公民抗命」等字眼的選票，餘下
一張則被裁定為投給林鄭月娥的有效選票。
昨日點票人員完成初步點票後，發現5張問題
選票，選舉主任朱芳玲以選票是否有清晰投票
意向作出裁決，並邀請候選人及選舉代理人台
前商議，並透過投影機公開有關選票的狀況。

第一張有效 投給林鄭
第一張問題選票上的剔號印在當選人林鄭月娥

一格，但印章位置偏高，且向逆時針方向傾斜。
選舉主任認為投票意向清晰，屬有效選票。

第二張問題票在全部3名候選人的空格上都
蓋上剔號印章，投票意向不清晰。第三張問
題票上被蓋上15個剔號印章，除了3位候選
人的空格都被蓋有印章，印章更形成一個「交
叉」圖案；第四張問題票被人以印章墨水塗抹
寫上粗口，也沒有在候選人上蓋印。第五張
問題選票上亦無蓋印，選委以硬筆在候選人
名稱上打「交叉」，旁邊寫上「我要真普選，
公民抗命，無畏無懼」的字眼，投票意向不
清。選舉主任其後裁定該4張均為無效選票。
選管會主席馮驊指，問題選票由選舉主任
處理，其間有候選人及代理人監察，而選民
可全權選擇如何投票，倘沒有明確的選擇
時，選票就會視作無效。

投票寫粗口 無禮亦無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