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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選情變化在「意料之外」

曾鈺成：認真考慮參選特首

【本報訊】唐英年競選辦高級顧問、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繼續力
撐唐英年，指擔任特首應有多方面素質，而唐英年既有豐富的管治能
力、兼具宏觀及微觀視野、富特別的親和力等五大重要素質，因此他
希望社會能多了解唐英年的優點和政綱，同時也希望唐英年可收拾心
情，繼續為服務市民而努力。

自唐英年的僭建風波被報道後，任志剛昨日首度公開前往唐英年
競選辦近兩小時，並於會後會見傳媒回應事件。任志剛表示，自己對
唐英年的支持仍沒有變，雖認為唐英年在處理僭建事件所採取的手法
不合適，且對事件感到有一點遺憾，但認為作為特首參選人，若具備
其他因素更為重要。

任志剛指，其中唐英年擁有的五個重要因素，包括：第一、有非
常豐富的管治經驗，他認為 「這些制訂同實施政策方面的經驗均是不
可多得的」；第二、有宏觀及微觀的視野，不論對香港或國際層面的
視野都非常曠闊，而在微觀的層面又有能力去了解和處理民生問題；
第三、特別的親和力， 「佢做人唔會好似自己大權在手、剛愎自用嘅
態度」，可有效凝聚社會共識以推動發展；第四、知人善用、親疏無
間， 「呢個好處可令佢組織一個有效嘅管治團隊」；最後，最重要的
是政綱，任志剛認為唐英年的政綱具清晰的理念和正確的目標。

任志剛表示，雖能理解市民對僭建問題的關注，但仍希望社會大
眾多花時間欣賞唐英年的優點，及了解其政綱的質素。此外，他也希
望唐英年經過事件洗禮後，能收拾心情，吸取經驗，在競選工程及為
市民服務的工作上，繼續努力。

有記者問任志剛會否考慮參選行政長官，他當場未有回應，但在
晚上透過發言人表示，不會作有關考慮。

【本報訊】對於唐英年前晚就大宅僭建地庫
公開道歉，有立法會議員坦言事件會影響政黨對
他的支持，民建聯、自由黨均表示黨內需再開會
討論立場，而工聯會的黃國健則表明個人不會支
持或提名唐英年。不過，亦有工商界議員表示接
受唐英年的道歉，會繼續提名他參選。

持有一百四十七張選委票的民建聯表示，投
票意向要考慮一籃子因素，包括政綱及團隊等，
黨內會再開會討論。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唐
英年的處理手法太差，事件會影響民建聯對唐英
年的信任，黨內的選委都很關注這個問題。而副
主席李慧琼亦認為，唐英年的回應顯示他缺乏守
法意識，他作為政務司司長期間，特首曾要求高
官檢視物業有否僭建，但他當時仍未察覺問題。

手握六十票的工聯會，其副會長黃國健表示
，個人不會支持或提名唐英年。黃國健質疑唐英
年的誠信和管治能力，認為他對僭建事件的解釋
，顯示他未能做到 「修身、齊家」。工聯會的意
向則需要再開會決定。

而已交提名予唐英年的自由黨，主席劉健儀
說，當日提名支持唐英年，是考慮對方與自由黨
理念相近及其他因素，這些因素仍然存在，但近
日發生了有關因素以外的事，黨內需再作諮詢，
才決定投票取向，現階段無收到選委要求取消提
名。她又表示，作為政治人物，誠信很重要，若
沒有誠信，較難出任行政長官。

至於多名早已表態支持唐英年的工商界立法
會議員，均表示接受唐英年的道歉，會繼續支持
他。其中林大輝表示，近日收到不少朋友及選委
來電，表達關注僭建事件，不少人堅定不移支持
唐英年，且昨日仍收到十二張支持唐英年的提名
表格，反映很多選委鼓勵唐英年，並希望與他共
患難。

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表示，唐英年在
僭建事件上犯錯，但對方已清楚交代，且一力承
擔責任，會繼續支持他，不會收回選委提名。另一
名立法會議員黃宜弘則說，感到唐英年與太太會
見傳媒時表現誠懇，會繼續支持及提名唐英年。

【本報訊】唐英年尚未提交提名表格
，他捲入僭建風波後，有選委表示考慮會
否繼續支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昨日表示，特首參選人提名須經過選舉
事務主任核實才算有效，且一旦提交就不
能收回。若行政長官參選人被刑事起訴，
法理上仍然可以參選，但若當選行政長官
後有刑事紀錄而引起出缺，則有可能要補
選。

譚志源昨日出席立法會會議後，被問
到參選人的提名情況時表示，行政長官選
舉的提名必須經過選舉事務主任核實，才
算有效，提名未交到選舉事務處，則屬參
選人和提名人之間的事，但一旦交到選舉
事務處確認，提名就不能收回。

行政長官選舉將於三月二十五日投票
。譚志源表示，若經過兩輪投票後，仍未
有候選人取得六百零一票，選管會將宣布
該次選舉無效，並於四十二日後，即五月
六日進行第二次投票日。

譚志源又被問到，若參選人牽涉刑事
案件，會否影響參選資格，他表示，選管
會會和警方和破產管理處核對參選人的資
料，看當事人以往是否有破產和刑事紀錄
，才確定提名是否有效，而這一切程序都
以選舉主任的決定為依歸。他續解釋，若
當事人提名當天並無被刑事定罪，根據普
通法精神，仍符合資格，但若候選人當選
後被刑事定罪，有可能會因此喪失行政長
官的職位，並要依法補選。

此外，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出席一個
酒會後，被問到唐英年應否退選，他並無
評論。

【本報訊】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
昨日分別出席記協舉辦的新聞自由論壇。在應否
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上，唐英年和梁振
英均表示，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但要待社會條件成熟才進行立法。唐英年表示，
自己的政綱並無寫明任內要進行立法；梁振英亦
沒有交代具體立法時間表，他表示二十三條並非
惡法。

早上出席論壇的梁振英表示，特區政府有憲
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就立法內容應作

詳細討論，並要經過立法會通過，日
後待條件成熟才進行立法，但他沒有
正面回應會否在任內或何時才是適合

的時候。
有關港台獨立、港台台

長應否由政務官擔任等問題
，梁振英表示，政府
應該用人唯才，由政
務官任廣播處處長不
會失去其獨立性。他
舉例說，香港也有很
多獨立機構，例如廉
署、審計署等也不受
任何政治干預或喪失
其獨立性。他保證，
就算港台的節目製作

與政府思路有任何背道而馳的地方，當選後也絕
對不會干預。

至於記者在內地採訪遇到暴力對待，梁振英
表示，任何人也不應該受到暴力對待，在一國兩
制下，政府與政府之間應該就有關問題積極斡旋
，至於如何回應，決定權在內地機關。對於香港
被指新聞自由度下降的問題，梁振英表示，特區
政府會積極配合傳媒，提升新聞自由度，又強調
「不會官媒代替傳媒」。

另外，梁振英早前曾不點名指摘女記者向他
大聲提問令他尷尬的問題，昨日被問及日後遇
到批評時，會否指自己被針對或刁難，梁振英
表示，自己當了二十多年公職，曾接受過無數
次採訪，遇過很多尖銳問題。他指該次事件特
殊，承認當時自己語氣較重，嗰件事過咗幾日
後，（我）對傳媒講番嗰件事時，我說話係講
重咗，我依家競選期間唔可以向呢位記者（請
食飯），佢可以等多幾個禮拜，我當選完之後
願意請佢飲茶食飯。

問及日後對於一些不同意見或挑戰言論時，
會否採取法律行動，梁振英說，在該次事件中他
只是要求有關傳媒澄清無辜捲入緋聞的第三者。
他強調，在過去二十年至三十年，有傳媒亦有向
他作出不實的報道，但他無向傳媒作任何的法律
行動。

昨日下午，唐英年出席同一論壇時，也被問

到如果當選，會否在任內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唐英年表示，特區政府在憲制上有責任為二
十三條立法，但大前提是要社會有共識才立法，
估計短期內不會有這共識。他又說，並無把二十
三條立法寫在政綱上，暫時不認為有需要急切立
法。

問及政府應否委任政務官出任廣播處處長，
唐英年表示，只是沒有合適人選擔任此職，不同
意此安排是打壓港台的言論自由。他舉例說，就
算其他政府部門
包括海關、入境
處等，亦曾委任
政務官出任部門
首長。唐英年續
指，看不到港台
脫離政府架構有
任何好處，又
認為港台不應
商業化，而
且要提供多
語言或其他
節目，這些
都是作為官
方電台應有
的責任。

【本報訊】行政長官參選人梁振英昨日出席一個
論壇後表示，不評論對手唐英年的僭建事件，強調自
己不搞黑材料，有信心短期內遞交提名表格，正式參
選行政長官。另外，梁營競選辦主任羅范椒芬昨日已
收到全國政協常委郭炳湘對梁振英的提名。

梁振英昨日出席記協論壇後，再次被問及唐英年
的僭建風波。他表示不評論， 「我集中做自己工作，
這段期間我的工作重點就是繼續爭取提名票，做好提
名工作，我有信心可以在短期內遞交提名表，正式成
為候選人，未來兩星期內亦集中精力，把政綱諮詢稿
完成和收尾工作做好。」他又稱自己不搞黑材料。

梁振英說，他先後公布約十項政綱，至今已收到
約六百份回應，認為成績非常好，正分析及消化建議
。就自己捲入 「西九門」事件，他重申，要求政府公
開西九概念設計比賽的會議記錄，以及十名評委的投
票方式及取向，讓公眾清楚事件。

全國政協常委郭炳湘昨日出席公開場合時表示，
唐梁都是他的好朋友，是愛國愛港人士，對香港有貢
獻： 「但如果梁振英今日問我拎提名，我會畀佢。」
羅范椒芬昨日即收到郭炳湘的提名。

另外，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決定，下星期五舉行特
別會議討論事件。

多位議員在會上均贊成政府公開所有相關資料，
提出討論的專業會議議員石禮謙表示，事件與行政長
官選舉無關，只是西九投資龐大，公眾的知情權重要
，政府有責任陽光化地處理問題。不過，礙於政府與
參賽人簽訂了合約，一旦當事人拒絕公開相關資料，
立法會須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索取有關資料。民建聯
的葉國謙認為，要非常慎重的考慮應否引用特權法，
認為現階段不是適當時間，希望當局提供更多資料。

行政長官選情再有新發展。一直表示無意參選的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昨日突然表示，鑑於近日局面的發展有很多意料之外的變化，
且近日收到不少朋友的鼓勵，會認真考慮參選，首要的考慮因素是
自己能否做好特首的工作。而早前曾表示不參選的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亦表示，會重新考慮參選爭取選委支持。

本報記者 馮慧婷 鄧 湄 王 欣 宋佩瑜

唐梁：無急切需要就23條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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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
短期內交提名表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會認真
考慮參與行政長官選舉

◀葉劉淑儀說，若唐英年退選她會
參選，有信心吸納唐英年的選委票

◀▶梁振英及唐英年昨日先後出席記者協會舉辦的座談會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任志剛指唐英年有五大優點，他支持唐
英年參選特首的立場不變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 譚志源表
示，特首參
選人提名須
經過選舉事
務主任核實
才算有效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曾鈺成昨日早上出席立法會會議其間
，在會外向傳媒表示，此前一直沒有參選
的想法，但鑑於過去幾日局面的發展，有
很多令人意料之外的變化，自前日下午至
昨日早上，他收到不少朋友及市民的鼓勵
，支持他參選競逐行政長官，故他已答應
認真考慮參選。曾鈺成並無透露是何人鼓
勵自己參選。

曾鈺成其後於下午再次見傳媒，重申
自己是因為朋友的鼓勵及局勢變化，而認
真考慮參選。他表示，並無為決定參選設
下期限，因手上沒有政綱，且立法會主席
一職並非一呈辭就可離任，不可倉促決定
，若最終未能在選舉提名期結束前決定，
唯有向支持者致歉。

根據基本法和議事規則，雖無列明辭
去立法會主席一職的程序，但若主席辭職
，需向議員交代，至於以何種形式交代，
則由主席自己決定。

民建聯手握一百四十七張選委票，只
差三票就達到提名門檻一百五十票。曾鈺
成表示，是否有足夠提名不在考慮因素之
列，最重要是考慮自己能否做好特首的工
作，亦不會要求黨內選委一定要支持自己
。被問到是否共產黨員，曾鈺成表示，若
最終決定參選行政長官，而公眾又認為他
需要解釋，他才會用適當方法公布。

從政經驗豐富獲各界支持
對於曾鈺成表示積極考慮參與行政長

官選舉，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曾鈺
成作為前黨主席，有豐富經驗及能力。

但現階段尚未接觸曾鈺成，未清楚其詳
細意向，民建聯會進一步研究黨內選委投
票意向。

工聯會的王國興則對曾鈺成考慮參選
表示歡迎。他認為，曾鈺成是由立法會議
員選出來的主席，得到各黨派支持，若曾
鈺成參選，估計他的勝算較梁振英大。

一直支持唐英年參選行政長官的工業
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亦表示，曾鈺成是不
可多得的政治人才，有豐富議會經驗，口
才好，加入選戰將帶來競爭，但擔心部分
原本支持唐英年或梁振英的民建聯選委會
轉而支持曾鈺成，期望曾鈺成盡快決定，
令唐、梁兩人心中有數。

與曾鈺成關係密切的前港區人大代表
吳康民則表示，曾鈺成過去曾被外界視為
參選行政長官的 「黑馬」，以其能力及從
政經驗，不失為一名合適的參選人，但
目前難以評估他的參選意欲。吳康民又
表示，不排除僭建事件或影響唐英年選
情，令部分原本支持唐英年的選委，轉投
梁振英。

葉劉淑儀重新考慮參選
此外，一度考慮參選但後來決定放棄

參選的葉劉淑儀昨日亦表示，近日有選委
主動接觸她表示支持，若唐英年退選，她
會參選，並認為誠信比政綱更重要，唐
英年在多方面都不適宜做特首。葉劉淑
儀又說，在唐英年及梁振英陣營均有朋
友，如果唐英年退選，自己會更容易吸
納選委票。

任志剛續支持唐英年參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