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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特首選舉投票日臨近，對於反
對派鼓吹投 「白票」 妄圖策動流選，愛國愛港
選委直斥反對派 「唯恐天下不亂」 ，企圖製造
國際笑話損害香港形象。各界別選委紛紛呼籲
，應堅持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承擔起歷
史的責任，在三月二十五日盡責投下神聖一票
，為社會、為市民選出一名有能力、受擁護的
行政長官。

【本報訊】對於現時的行政長官
選舉形勢，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認
為，不論哪一位候選人當選，日後都
有 「和諧隱憂」，將來上任後定要加
倍努力。至於投票予哪位候選人，范
徐麗泰說，會按自己的意願投票。

范徐麗泰認為，當年董建華及曾
蔭權上任時，分別有大約八成及七成
的民望支持，與現時兩名候選人的民
望有差距，現時最高民望的候選人，
亦只有四成，且面對社會分裂及經濟
風險等問題，相信候選人將來上任後
定要加倍努力。她又說，以民調結果
來看，梁振英當選機會較高。

被問及是否有人 「拉票」，范徐
麗泰表示，無人找過她，會按照自己
方式投票，稍後到深圳出席馬會活動
，亦沒有空餘時間。

【本報訊】新一屆特
首選舉將在周日舉行，建
築師學會會長林光祺稱，
建築師選委投白票的機會
很低，但選委投票意向目
前仍然參差。學會期望，
新特首可增加土地供應，
解決商廈貴租問題，以及
由高層統一推動綠色建築
，改善香港空氣質素。

建築師學會日前舉行
論壇，邀請十名建築、測
量及都市規劃界功能界別
內的建築師選委，與四十
名學會會員會面，聽取會
員對即將誕生的新特首期
望及意見。建築師學會會
長林光祺昨日出席學會午
餐會時表示，目前選委們
的意見仍有分歧，對特首
候選人各有看法。

林光祺表示，三位候
選人中，有意見認為唐英
年對現有制度變化較少，
但可以確保政府團隊順暢
運作；梁振英的作風則較
為強勢領導，有意改革，
變化較大。他指學會內年
長的會員較傾向支持唐英
年，但年輕的會員則傾向
支持梁振英。

林光祺指，建築師選
委目前仍然未有決定，學
會將日內歸納所得會員意
見，送交選委參考。他個
人認為，選委最終會作決
定，投白票機會很低。各黨陸續開會定投票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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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太：
按意願投票

【本報訊】距離下屆行政長官選舉
投票日還有三天，各黨陸續開會決定投
票方式和取向。手握二十九張選委票的
自由黨昨日召開黨員大會，稱黨內一致
決定不會投票給候選人梁振英，而大部
分選委會繼續支持另一名候選人唐英年
，但黨員可以自行選擇投白票。民建聯
和工聯會未來兩日開會決定投票取向。

自由黨：不投梁振英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和副主席周梁淑

怡昨日在黨員大會之後見傳媒，劉健儀
表示，黨內討論後共識是不可以支持梁
振英。她說， 「會讓黨友自己有個選擇
，盡量去投票給唐英年先生，如果繼續
對他有信心的話；但也都有個空間，就
是可以投白票。」之前一致提名給唐英
年，是深入了解他和其他候選人的政綱
和理念，自由黨的理念和唐英年始終都
是相近，但也有黨友對唐英年的處事方
式不太安心， 「對能不能支持他打了問
號。」周梁淑怡表示，榮譽主席田北俊

、主席劉健儀、副主席方剛和她自己，
都會因應民意投白票，不是策略性投票
，是真誠的決定。

衡量兩位候選人，劉健儀表示，唐
英年出了問題，同時間梁振英都有存在
被人質疑的問題，他們不能扭轉對唐英
年的支持。而選特首不是兩三個月的事
，要看他過去處事的能力。而黨內認同
唐英年的核心價值，至今未改變。

劉健儀續指，沒有想過也無討論過
是否出現「流選」，亦不相信自由黨有這
個能力。作為選委有責任盡量去選擇最
適宜管治香港的人，但不能夠做出選擇
時，不可以隨隨便便。劉健儀昨天早上在
立法會曾表示，她沒有接到任何與特首
選舉有關的命令或壓力，亦沒有與中聯
辦聯絡，並認為選委均會按良心辦事。

有該黨黨友會後回應傳媒問詢時表
示，昨日有過半數的黨內選委參加會議
，據他回憶，會上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唐
英年，認為唐英年會令到香港更加穩定
，不會出現太多動盪。

民記工聯兩日內決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璆說，不同

政治團體就選舉作不同的游說工作，不
是特別之事，而今次特首選舉為不記名

投票，相信選委最終的選票取向均為個
人決定。不過，他在該黨所接觸到的選
委大部分均傾向投票予梁振英。至於問
到是否曾聽過中聯辦協助拉票之事，潘
佩璆表示，並不知道有關事件，且以他
所知，其他人也不知道相關方面的消息。

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詹培忠表示
，與唐英年相識逾二十年，熟識其為人
。因此，無論如何也會投票予唐英年。

勿讓反對派陰謀得逞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

說，認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早前
指出，新一屆行政長官須符合三個條件
，包括愛國愛港、管治能力高和具有較
高社會認受度，自己會根據這三個條件
去投票，絕對不贊成投 「白票」。盧文
端指出，若很多選委投 「白票」，擔心
會出現流選的情況，對香港未來發展百
害而無一利，既損害港人的利益，亦會
損害香港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擔心事件
會變成國際笑話。他更直斥，鼓吹 「白
票」策動流選，實質是反對派的亂港陰
謀，絕對不能讓他們得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大律師廖長江
表明，不贊成投 「白票」。廖長江指出
，作為一名選委，要對香港社會負責，
選出一名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行政長官
，相信社會、市民亦對選委有同樣的期

望，雖然投 「白票」是選委的權利，但
這種做法未能對社會盡責任，個人表示
不認同。

立會多黨派不投白票
立法會多個黨派亦表明不會投 「白

票」，會履行選委責任。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民建聯成

員好珍惜手中的一票，一定不會在行政
長官選舉中投 「白票」。他指出，如果
投 「白票」的人太多，可能會造成流選
，屆時就產生不了新一屆的行政長官，
要再安排時間重選，會對新舊政府的交
接產生影響。如果新一屆特區政府的籌
備時間倉促，亦會造成很多不穩定因素
。譚耀宗強調，選委必須有承擔，有責
任選出下一屆行政長官。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表示，選委有
責任為市民選出新一屆行政長官，一旦
流選，將出現兩種情況，一是有一位眾

望所歸的人選在五月的投票日中當選，
收拾殘局，但若沒有這樣的人選，最終
只會白白耗盡社會資源、拖延時間，激
化社會矛盾、分化，對香港毫無益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葉偉明亦表示，
投 「白票」對選舉帶來影響，甚至增加
流選的可能性， 「每個選委投票前都要
問問自己，這個（投白票）是不是負責
任的做法？」他認為，香港經歷過這麼
多風風雨雨後，需要選出一個有能力的
行政長官，但不見得流選後一定能選出
心目中的行政長官， 「我們當然希望可
以選出行政長官，但我們沒有可能希望
選到完人」。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表示， 「投白票
當然不好啦！」他指，選委有責任向其
選民交代，投 「白票」是不負責任的行
為。鄉議局將於本周六決定其投票意
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不諱言，
反對派投 「白票」是必然， 「如果不是
（投白票），他們還有什麼手段可以搞
亂局？」他認為，反對派以此作為政治
籌碼，相信選委有高度智慧作出判斷。

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表示，
作為選委，負有憲制上的責任，他自己
一定會投下負責任的一票，他亦有向其
他友好選委透露過自己 「一定會投票」
的想法。

多名工商界選委也表示一定會珍惜
投票權利。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稱，投 「白票
」絕不是一個好選擇，因為今次的行政
長官選舉醞釀已久，是時候需要有一個
結果。他重申，自己早已表明支持唐英
年，故會繼續支持並投票予他。

肩負使命珍惜投票權
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表示，作為選

委，要珍惜投票權利， 「一定要投票，
且不應該投白票」。余國春認為，選委
有責任為香港選出一名愛國愛港、有管
治理念、有民望的行政長官，才能帶領
香港繼續前進。他又表示，希望三月二
十五日能在第一輪投票就有結果。

廠商會會長施榮懷表示，他絕對不
希望流選出現，亦反對投 「白票」。他
表示，自己已經有了理想人選，一定不
會投 「白票」。他說，如果出現流選，
三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六日之間，只有幾
個月時間，期間可能出現新候選人，而
選委在短時間內並不能全面了解新候選
人的政綱。施榮懷強調，更重要的是，
流選會有損香港的國際形象，影響長期
繁榮和穩定。

全國政協委員朱蓮芬指出，身為選
委，每個人都肩負一個使命，要選出一
個能力、政綱和理念都符合香港人願景
的行政長官。她指出，由於有些人不負
責任地抹黑，模糊了此次選舉的焦點，
但選委仍應根據候選人的理念和政綱作
出選擇，投「白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自由黨昨
日召開黨員
大會，公布
特首選舉投
票意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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