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英年指受威脅報警求助

【本報訊】記者宋佩瑜報道：
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舉行在即，兩
名建制派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已
發表政綱，展示他們的治港藍圖。
本報昨日舉辦 「特首候選人政綱點
評」座談會，邀請來自政黨、工商
界和學術界人士，就香港的經濟、
民生和管治三大範疇作點評，以期
社會各界聚焦候選人的政綱，並為
下屆政府施政提供寶貴的意見。

座談會在銅鑼灣世貿中心舉行
，由本報執行總編輯李大宏主持，
出席者包括：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
基、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浙江省同鄉會
會長兼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李德麟、
新民黨副主席史泰祖、嶺南大學公
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博士、中
華廠商會聯合會副會長吳永嘉、香
港浸會大學能源研究中心主任周全
浩教授，會上暢所欲言，觀點自由
、氣氛活躍。

馮檢基：基層未曾受惠
在民生問題上，馮檢基說，在

經濟的 「滴漏過程」中，低下階層
未能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財富分
配不均，貧富懸殊加劇，問題源於
政策的起點，令香港的產業發展種

類越來越窄。他認為，下屆政府需
要重整市場，引入競爭。唐梁需要
為改革制度作出回應，提出新的辦
法和願景，引領向階層市民共同努
力奮鬥。

吳秋北：回應標準工時
在勞工問題上，吳秋北認為，

唐梁二人的政綱差不多，他們都有
正面回應標準工時問題。不過，他
希望未來特首同時檢討有關勞工保
障、工傷補償等僱傭條例，以及檢
討打工仔的勞工假期。另外，政府
應完善現行的退休保障計劃，改變
福利可攜性政策，讓長者移居內地
過退休生活，未來經濟政策應以就
業優先。

陳克勤：助青年「三業」
陳克勤談到年輕人問題，指出

唐梁的政綱鮮有援助年輕人的政策
，但現時不少年輕人都面對學業、
就業和置業的三大難題。在升學問
題上，不少副學士、大學生在畢業
後負債纍纍，建議政府日後加大貸
款資助。而現時學歷不高、二十多
歲年輕人的失業率更高達兩成，成
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年輕人的
無力感。他建議政府推出 「階梯型

」的房屋政策，降低公屋申請門檻
給年輕人置業，以及提供首次置業
貸款，讓年輕人能夠有屋和家。

李德麟：背靠國家發展
李德麟表示，香港是一個多元

社會，無論是誰當選特首，一定要
做到包容，包括採納其他候選人政
綱的意見。經濟方面，歐美經濟環
境負面，隱憂很多，下任特首要更
好落實 「一國兩制」，依靠國家發
展帶動香港經濟。

史泰祖：做好政制改革
在政制問題上，史泰祖認為，

唐梁的政綱在政制上有一個 「大空
洞」，下屆政府必須對政制發展作
出推動和承擔，不能單靠民意管治
。現有候選人只靠民意，但民意低
時可能會出現支持者 「跳船」的情
況，故需要盡快實行普選，作出改
革。

李彭廣：培訓政治人才
在管治問題上，李彭廣指出，

現時香港的管治出現很大問題，缺
乏支援系統、人才和政策研究。他
認為，九七年香港回歸後，AO即政
務官執政是一個神話和迷思，民主

沒有經歷磨練，管治上亦沒有支援
系統，根本難以管治，回歸十五年
沒有出現大問題已經是十分幸運。
未來政府必須要改變這一 「認知缺
失」，積極培訓政治人才。

吳永嘉：檢討稅務條例
在經濟問題上，吳永嘉表示，

香港深層次矛盾源於經濟放緩，政
府應該優化經濟結構，下屆政府
要發揮更積極角色，他形容中小
企是很多人的 「米飯班主」，但
回歸後，中小企成立較以往少，建

議政府應加大對中小企的支援，檢
討現行機器在內地不計折舊的稅務
條例。

周全浩：關注競爭分配
周全浩則表示，現時政府奉行

「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但是
在自由市場競爭下，造成有權有勢
的大財團壟斷，財富分配越來越不
平均。他認為，市場競爭是一個
「絕對神話」，希望下屆政府能夠

抽離一些、登高望遠來看待 「大市
場、小政府」存在的問題。

本報舉辦座談會 點評候選人政綱

重案組跟進 梁振英稱嚴重誤導

唐：捍衛法治對港很重要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日 星期六16港聞責任編輯：蔡向陽

【本報訊】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昨日出席由法
律界舉辦的特首論壇，他在論壇中強調，自由、民主
和法制是本港核心價值，而法治精神有效維護和充分
保障了本港核心價值，因此，若他成功當選特首，會
全力捍衛。他並承認自己曾有過錯，但因尊重法制，
並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會坦然面對及勇於修正。

唐英年昨日與同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何俊仁一同
出席法律界特首論壇，另一位候選人梁振英則以需要
時間準備立法會針對西九事件的調查為由，缺席論壇
。唐英年在論壇上強調，自由、民主和法制是香港的
核心價值，而法治精神充分保障了自由和民主，並有
效維護社會公義，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對

維持良好的經濟制度及吸引投資，有重要意義。
唐英年又自嘲地舉例說，選舉以來，最令他震撼

的一幕，是僭建事件揭發後，有工程車及升降台雲集
在他位於九龍塘約道的住所。他表示，雖然媒體的做
法受到爭議，而自己與家人亦感到巨大壓力，但他認
為，以此換取的新聞自由對香港社會更為重要。他承
諾，若當選特首，會以人性化的政府，堅決捍衛新聞
、學術、言論及表達自由。

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關於僭建問題，他再次承認自己的疏忽與處理不

當，但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自己對香港的法制

充滿信心，因此，會積極配合屋宇署的工作，做出修
正，若有需要，會盡快進行復原工程。

至於雙非問題，唐英年指出，社會上有要求人大
釋法或修改基本法的聲音，但認為，為避免對香港法
制造成衝擊，應盡可能避免釋法或修法，而採用行政
手段更為合理及到位。他指出，自己在政綱中提及會
保證本地孕婦在公立醫院一人一床位，並停止對雙非
孕婦的登記，他相信，對非本地孕婦的配額限制及加
強入境審查，可以有效控制雙非孕婦的數量。

關於外傭居港權問題，唐英年表示自己與政府的
觀點一致，不認為外傭的居留權問題應單純以在港生
活的時間長來計算。

【本報訊】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團隊昨於電台節目上討
論政綱，何俊仁的競選團團長張文光，於電台節目上打算討
論教育問題時，借教師壓力問題抽水，指問題源於曾任教育
高官、梁振英的競選辦主任羅范椒芬。羅范椒芬則踢爆，張
文光是雙面人， 「出面就反對，入面就拍膊頭」。

三個候選人的代表包括唐英年競選辦秘書長何鑄明、梁
振英競選辦主任羅范椒芬及何俊仁的競選團團長張文光，一
同出席商台節目講解教育政綱。本身是教育界立法會議員的
張文光，談論到教師壓力問題時，便借機攻擊前教統局常秘
羅范椒芬。

羅范椒芬回應時稱，節目的主題是討論政綱，張文光的
指控是借題發揮，並指他當年有份參與討論，人前人後完全
是兩個人， 「我相信教育改革唔係淨係一個人嘅，張文光都
係喺個教育統籌委員會入面好多年……佢喺出面就反對，喺
入面就拍膊頭，暗地裡就老友記。」

另外，唐英年的政綱中提出，要增加教育開支至佔本地
生產總值百分之四，並將入大學率由百分之十八提高至百分
之二十五。不過，羅范椒芬認為，教育開支與生產總值掛鈎
是 「有不科學的地方」，因為生產總值會轉變和浮動，不應
有硬指標， 「二○○三年香港經濟不景，當時用咗五百三十
七億，佔生產總值百分之四點六，舊年教育開支六百二十億
，但佔國民生產總值三點五。」

【本報訊】十一間傳媒機構下星期五聯合舉辦行政長官
選舉論壇，三位候選人梁振英、何俊仁及唐英年將同場辯論
，原本定在昨日簽署的確認備忘錄卻因 「互相提問環節」細
節於部分候選人陣營未達成共識，簽字押後至下星期一進行。

押後下周一簽備忘錄
電視辯論籌委會召集人陳淑薇表示，今次論壇會加插

「互相提問環節」，候選人可在指定時間內，自由向對手提
出質詢，原先的方案是，三名候選人可以自由就一條問題回
應提問，電視節目效果應該會 「好好看、好好玩」，但考慮
到電台在直播辯論時，如容許候選人可以加入辯論，將會造
成 「疊聲」，難以分辨誰在發言，因此籌委會修訂規則，決
定當候選人向其中一名對手提問時，餘下的一名候選人不可
以回應，即由自由辯論改為 「單對單」模式。

陳淑薇說，由於各陣營態度有保留，民主黨未接受新方
案，需要再討論決定，所以未能達成共識簽署備忘錄，但是
新方案將是最終方案，不會在未來更改。

籌委會亦透露，這次電視辯論會於下周五晚八至十時於
香港電台舉行。三位候選人先安排一分鐘介紹政綱，然後由
電子傳媒代表向各候選人發問，問題事先不會透露給候選人
。論壇亦設有公眾提問，委託香港大學和嶺南大學抽樣選出
的一百五十名市民會出席遞交問題紙，由主持抽中的人士可
向候選人提問。其後進行 「互相提問環節」，三位候選人向
對手質詢，最後總結發言，全場會有電視和電台直播。籌委
會表示，雖然押後簽署備忘錄，但其他籌備工作會繼續進行
，相信論壇能如期於下周五舉行。

昨天有報章頭條報道指，江湖人士 「上海仔」郭
永鴻事件又有新進展，消息指， 「有傳有關人士已向
另一方開出兩至三日 『講數』的期限，表明如不接洽
，將有料爆。」唐英年昨天先後發表聲明，以及致選
委的公開信 「向黑金政治說不」。他表示，全國政協

委員兼梁振英支持者劉夢熊公開表示認識有社團背景
人士，收集其 「黑材料」。公眾對是否黑金介入特首
選舉、脅迫選委提名及候選人，十分憂慮。香港自實
行選舉以來，一直以公正廉潔有公信力見稱，香港也
是法治社會，今次特首選舉經已變質，他和競選辦同

事同感憂慮。聲明指，相關報道和指控，純屬捏造。
唐英年昨晚亦就事件去信選委。

對於劉夢熊早前在北京的言論，唐英年的聲明指
，劉夢熊與有社團背景人士會面，並指對方提供其涉
「官商勾結」資料，但劉至今還未有任何具體公布，

只說掌握黑材料。在未有任何證據下便對他作出指控
，以影響他的聲譽，令人懷疑，劉夢熊是否為自己及
梁振英團隊與江湖中人會面一事 「轉移視線」、 「砌
詞狡辯」？他懇請公眾分辨。

強調 「無痛腳被人拿住」
唐英年隨後接受電台訪問時，強調自己 「無痛腳

被人拿住」，在任何情況下，求助和接觸江湖中人士
，都有損公開公平公正廉潔的選舉精神。對於 「上海
仔」郭永鴻，唐英年強調不認識，無任何交往。當時
他與家人在日本遊玩， 「完全無印象見過呢個人。」

唐英年續指，該名人士無私底下同他接觸，他不
會評論是否與梁營有關，亦不會去揣測。報警完全是
因為感到受威脅，他希望警方去調查該名人士是否有
違選舉條例，是否構成刑事上指控。

唐英年昨天晚上出席法律界特首論壇後再次回應
事件，他說，今日看到報紙對事件報道的題目極具威
脅性，感到自己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因此決
定報警。對於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天早上所指的擔心
香港特首選舉已非君子之爭之言，唐英年又表示，自
己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的見解一致，他重申，希望
選舉重回候選人比拼政綱、理念及能力的正軌。至
於自身是否亦負有責任，唐英年表示，自己從未爆
過對手的黑材料，並一向對自己和團隊的行為要求
嚴格。

警方昨天下午接獲有關報案，案件交由港島總區
重案組跟進調查。警察公共關係科當值新聞主任表示
，警方有責任確保選舉順利有秩序進行，絕不容忍任
何可能會妨礙選舉的不法行為。

傳媒特首選舉論壇
加插互相提問環節

【本報訊】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昨日發表聲明指，支持另一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梁
振英的港區政協委員劉夢熊，公開表示認識有社團背景人士，收集他的 「黑材料」 ，又
有報章報道該名人士發放警告性言論指 「如不接洽、三日內爆料」 ，令他感到受威脅，
故昨天向警方報案。港島總區重案組已經落案，表示絕不容忍任何可能會妨礙選舉的不
法行為。梁振英競選辦昨晚發表聲明，稱梁振英和競選辦人員均不認識郭永鴻，並指唐
英年發聲明指稱 「有傳媒報道梁振英競選辦人士與有社團背景人士一同會見選委，向選
委拉票」 ，是嚴重誤導，並非事實。

鄉局邀三候選人論政綱
【本報北京九日電】正在北京的全國政協代表、鄉議局

主席劉皇發今日透露，鄉議局將安排於下周四或周五，邀請
三名候選人出席以閉門形式舉行的政綱討論會議，並在本月
十九日前決定其投票意向。

政經學界向新特首建良言

羅范揭張文光雙面人
何鑄明促增教育開支

▲陳淑薇（左）表示，論壇會加插 「互相提問環節」 ，
候選人可在指定時間內，自由向對手提出質詢。右為另
一召集人趙應春 本報記者夏盧明攝

▲由大公報主辦的 「特首候選人政綱點評」 座談會，邀請多個不同界別
人士出席 本報記者林雨燊攝

▲梁振英強
調不利用黑
材料打擊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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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英年強
調，無痛腳
被人拿住，
但因感到受
威脅，才報
警求助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本報訊】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昨晚亦發出聲
明，指已經報警的另一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聲明
中所指的 「近日傳媒報道梁振英競選辦人士與有社團
背景人士一同會見選委，向選委拉票」，是嚴重誤導
，並非事實。聲明中又指，梁振英和競選辦從不利用
黑材料打擊他人，每當梁振英被抹黑，都主動通過傳
媒向公眾開誠布公，交代事實。

梁振英競選辦公室發表的聲明中再次強調，梁振
英和競選辦人員均不認識郭永鴻，報道中所指的二月
十日的飯局，是經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傳達訊息，表

示有鄉事派人士想向競選辦反映有關新界的意見。三
名出席飯局的競選辦人員，包括主任羅范椒芬、副主
任劉炳章、鄧淑德赴會前，並不知道出席飯局人士的
人數、名單或身份。席間，鄉事派人士反映了新界原
居民普遍關心的問題，包括原居民權益問題。

聲明指，梁振英經常叮囑競選辦公室同事，並呼
籲支持者，要以正當和乾淨手法進行選舉工程。梁振
英和競選辦從不利用黑材料打擊他人，每當梁振英被
抹黑，梁先生都主動通過傳媒向公眾開誠布公，交代
事實。

梁振英：無用黑材料打擊他人

〈座談會詳細內容經本報記者根據錄音整理後於下星期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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