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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唐皆有可取 白票絕非民意 選委要有投下一票的勇氣

社 評 井水集

還有兩天，就是特區第四屆行政長
官產生的重大日子；確保選舉如溫家寶
總理日前所指出的：公平公正公開、依
照法律程序，選出能為多數港人擁護的
特首，應該成為當前全社會特別是一千
二百名選委的共識。

就有關投 「白票」 的問題，連日仍
甚囂塵上。就在昨天，擁有三十多票的
自由黨，四名負責人宣稱將會 「因應民
意」 投白票，成員則可以投唐英年或投
白票。這一說法，是 「此言差矣」 。

此言何差？差就差在投白票、搞流
選，只是反對派為抹黑特首選舉和 「一
國兩制」 而鼓吹的招數，並不是當前港
人社會的主流民意，更不是符合港人社
會整體利益的民意。

可以設想：如果大後天的選委投票
，結果是白票滿天飛 「流選」 收場，港
人社會是會因此更和諧、更團結、更穩
定，還是相反的更折騰、更不安和更撕
裂？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而且退一萬步
講，一切推倒重來，五月再選一次，是
不是就一定能夠確保不會再有爭拗、一
定會出現一位人人都拍手歡迎的 「真命
天子」 ？答案恐怕也是未必。

當然，部分選委中出現的投白票考
慮，與反對派的 「搞局」 不是同一回事
；部分選委之所以會這樣想，只是因為
有 「才難」 之嘆。

那麼，問題好辦，他們只是被前一陣
不絕如縷的候選人負面新聞所困擾吧了
。而這個「心結」可以打開、應該打開。

事實是：梁振英和唐英年，兩人都
愛國愛港、對 「一國兩制」 都有充分的
認識；兩人對港人社會的核心價值都同
樣維護，對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也
都有足夠的實踐經驗。從政治層面而言
，兩人並無根本的差別。

個人方面，梁振英由基層成才已毋
庸多言，其愛國立場亦眾所周知、從未
隱瞞，當年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港方秘
書長無疑能為中央所信任，回歸後亦成
為行政會議中不可或缺的建制力量代表
；唐英年回歸後加入特區政府，先後出
任經濟局長、財政司長、政務司長，從
一名 「要風得風」 的 「唐大少」 成為服
務市民的公僕，包括經常要在立法會給
「長毛」 、黃毓民等人惡罵、給輿論批

評、給市民埋怨，要是沒有一點服務港
人社會之心、不是確實想為「一國兩制」

作貢獻，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說，
從個人層面而言，梁振英和唐英年都是
人才，都有理想、抱負和能力，所不同
者只是一些生活作風之類而已。

因此，回歸已十五年的香港特區，
今天能夠有像梁振英、唐英年這樣的人
才站出來競選特首，爭當治港重任，絕
對是一件值得歡迎、值得高興和值得肯
定之事！

事實是，如果不是 「君子之爭」 的
協調、溝通不足，如果不是個別 「豬狗
不如」 、 「狼子野心」 的傳媒煽風點火
，挑撥離間，令到 「當局者迷」 ，出現
互揭短處的 「親痛仇快」 之爭，一千二
百名選委今日要傷腦筋的，恐怕不是什
麼白票，而是不知要 「投梁」 還是 「投
唐」 好，因為兩人是瑜亮互見、各有千
秋！

投白票、搞流選，絕非民意，也非
港人社會之福，更不是如個別論者所言
是什麼 「負責任」 之舉。身為選委，對
「一國兩制」 、對港人社會，都負有不

可推卸的責任，包括投票的責任和反對
白票、抵制 「流選」 和不讓特首選舉和
「一國兩制」 被抹黑的責任！

特首選舉投票這個星期天（二十
五日）就要舉行。眼前，焦點已經不
再是 「梁唐之爭」 ，而是一千二百名
選委面對港人、面對歷史、面對公義
的關鍵時刻了！

如果此時此刻或到了星期天，還
有選委在猶疑、考慮、觀望是不是要
投白票或擔心選出了 「差勁」 的特首
，那麼，只能說， 「差勁」 的不是梁
振英、不是唐英年，而是他們自己！

身為依照基本法產生的代表全港
各界別、階層、政團的選委，竟然會
對着自己手中何等珍貴的重擔茫然不
知所措，甚至最終真的不在任何一個
候選人的名字下加上一 「剔」 ，那麼
，這位選委先生或女士，也真是太令
人失望了。只要問一句：眼前誰最希
望選委投白票、誰最希望看到特首選
舉 「流選」 收場，答案不是已經一目
了然了嗎？到那個時候，反對派和亂
港傳媒可以威風十足的進一步攻擊
「小圈子選舉」 的 「醜惡」 ，外國反

華反共勢力更可以再一次如日前 「華
爾街日報」 評論所言， 「證明」 中國
人治下的香港不如英國人治下的香港

，港人都在 「懷念」 英女王和彭定康
，連一個特首都選不出來！

當然，今天造成部分選委 「左右
做人難」 ，兩位建制派候選人梁振英
和唐英年的一些 「不君子之爭」 都難
辭其咎。因此，在眼前距離投票還有
短短三天之際，梁唐不應再有任何不
當的言行舉動，他們唯一可以做、應
該做的，是呼籲、爭取、懇求一千二
百名選委三月二十五日一定要投票，
不管是投給自己還是對手，都要令選
舉有效、成功舉行。

星期日的特首選舉，要選出的不
僅是一位行政長官，而是要體現港人
社會對維護 「一國兩制」 、 「港人治
港」 、高度自治的決心和能力；實質
就是要選繁榮安定還是選政治爭拗、
是要選團結和諧還是分化對立、是要
選向前發展還是停步不前。

回歸之日，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
說過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 「要有跳
出殖民地框框的勇氣」 ；今天，一千
二百名選委，也要有承前啟後、推動
港人社會繼續向前發展、
投下負責任一票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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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稱當年願為商台牌照辭職

譚耀宗葉劉：行會保密不容違反

【本報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昨日出席一個
活動時，被記者問及是否曾呼籲選委投票給特首候選人梁
振英的問題，他回應說： 「我覺得我和我的同事歷來都是

嚴格按基本法辦事的，從來不越雷池一步。香港這個社會
意見很自由，但事實是很神聖的，我們希望大家以事實為依
據。」

梁振英昨日致函選委表示，他會在選
舉期的最後階段，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
力，爭取所有選委的支持。

最包容態度團結各界
梁振英強調，香港需要有願景、有承

擔和有能力的行政長官，也需要大家眾志
成城、目標一致、方向一致地用好機遇，
克服困難。 「因此，如果我當選，我定必
以最包容的態度，在最大範圍內團結各階
層和各界別的香港市民，包括另外兩位候
選人的支持者。」

「香港是七百萬人的香港，因此需要
大家在競選期間為各個候選人發聲出力，

也需要大家在選舉後放下競爭，合力，團
結，為香港 『拍住上』。」梁振英說：
「這是民主的正道，也是選舉應有之義，

懇請大家支持。」
此外，梁振英競選辦公室昨日推出全

新競選主題曲《我們的聲音》，梁振英有
親身參與合唱。據介紹，歌曲是由兩名主
動寫歌給梁振英競選辦的年輕人創作，競
選辦再邀請作曲家張佳添參與製作。歌曲
的概念是： 「七百萬人是一家，大家各有
生活，各有忙碌，未必有相同際遇，但可
有同一夢想，一齊分享努力成果。誠望大
家齊心為這個家發聲，共建一個安樂的窩
，唱一闋開心的歌。」

【本報訊】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昨日致函選委尋求支持。他表
示，香港需要有願景、有承擔及有能力的行政長官，又說如果當選，
他會以最包容的態度，團結各階層，包括另外兩位候選人唐英年和何
俊仁的支持者。梁振英希望，大家在選舉後要放下競爭，為香港 「拍
住上」 。

港需具凝聚力特首
唐英年在博客中提到，香港需要一個

有建構共識經驗的特首，推動社會向前，
而非一個 「罔顧後果，不懂審時度勢，把
香港推向上一條困難、高風險道路的人」
。他又稱，未來數年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將
面對不同程度的挑戰，因此下任特首的首
要工作，是懂得創造和諧的空間， 「香港
需要一個有凝聚力，而非製造分化的特首
」，相信憑着其經驗、政績和能力，可帶
領香港走上一條機遇與信心之路。

唐英年強調，自己在政府工作九年，
期間多次成功游說各黨派，和而不同地合
作，包括成功爭取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

過二○一二政制改革方案，而其負責的扶
貧委員會、西九文化區及關愛基金，都能
做到用人唯才，親疏無間。他又承諾會以
「人性化」政府管治，會設立 「每月一區

」的地區大會，加強官民溝通，當選後六
十天內會舉行香港房屋問題高峰會議，邀
請持份者共商對策。

另外，唐英年又提出爭取解決兩地法
例差異帶來的問題，包括取消港人在內
地工作逾一百八十天的雙重徵稅安排，
以及檢討境外生產設備的扣稅或免稅法
例條文，提升生產能力， 「我深信締造和
諧是國家的大原則，香港核心價值是和諧
的靈魂，落實好政策就是最好的和諧藍
圖。」

【本報訊】唐英年昨日出席電台節目
時稱，上周五在選舉論壇中 「爆料」並非
早有準備，是因對方引述未經證實的電郵
批評他，且認為對手梁振英 「有機會真正
當選」，他又表示，若當年要縮短商台牌
照年期，自己會辭職。

唐英年繼上周五在選舉論壇中，披露
對手梁振英在行政會議上的言論後，昨再
在電台節目中詳細講述當年行政會議討論
商討續牌的內容。唐英年引述梁振英表示
，當時的商台主持人鄭經翰經常在節目中
很苛刻地批評政府，是否應該透過牌照續
期的方式整頓一下。

唐英年表示，當時因政策局長早已在
政策委員會討論過商台的事，沒有很多發
言，故對梁振英的發言記得特別清楚，且

由於自己對梁振英的言論並不認同，所以
主要是他們兩個人在爭論，他對梁振英的
講法並不認同，因做法已超越自己原則上
的底線，一旦要縮短商台牌照年期，自己
會辭職。

唐英年又說，在論壇上披露對手言論
並非早有部署，而是因為知道對方 「有機
會真正當選」，且對方在論壇上引述兩封
針對他但未經證實的電郵，他形容梁振英
的做法 「既下流又可恥」，才引發他決定
公開梁振英在行會上有關 「出動防暴警察
鎮壓示威者」及 「縮短商台續牌期」的言
論。

唐英年說，公開行會會議的內容，會
承擔一切後果責任，但否認這樣做是為了
挽回民意支持，也沒有想過梁振英會否認
事件。唐英年又表示，在競選的整個過程
中，很多人都對他說，近兩個月見到梁振
英與多年前相識的梁振英不同，故希望讓
市民知道梁振英的手段。

不過，亦有聽眾致電節目，質疑唐英
年的誠信問題，指他早前回應僭建問題時
「講大話」。唐英年解釋，當初並無否認

，只是說法較含糊，認為說話含糊與 「講
大話」是兩個概念。

【本報訊】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昨日於博客以 「和諧的藍圖」
為題，指香港需要有建構共識經驗的特首，而非罔顧後果，不懂審時
度勢及製造分化的特首。他相信自己的經驗、政績和能力，可帶領香
港走上一條機遇與信心之路，而落實好政策是最好的和諧藍圖。

【本報訊】對於唐英年再度於電台節目中提及行
會的 「會議內容」，曾任行會成員的民建聯主席譚耀
宗表示，任何人都不可用任何理由不遵守行會保密原
則，而事件應留待政府處理。前保安局局長、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促請特首曾蔭權譴責違反行會保密原則
人士。

行會前日發表聲明，強調行會保密原則必需尊重
及遵守，但唐英年昨日卻於電台訪問中再度 「爆料」
。譚耀宗認為，事件應留待政府處理。但他表示，行
會的保密原則應要遵守，而且任何人都不可以用任何
理由不遵守相關規矩。

葉劉淑儀表示，行會有其保密原則，難以調查成
員在會議中的講話內容。不過，若有前行會成員在會

議過後，公開表述成員的講話內容，則嚴重違反有關
原則，不但令政界中人感到惶恐，且會損害公眾利益
。她認為曾蔭權應就事件發聲明，且要譴責違反行會
保密原則人士。

至於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則認為，香港在回歸以後
，曾出現行會成員公開表達與政府在政策取態上不同
的意見，又或在行會未就政策表態前，已公開發表自
己的意見等。因此，她認為，現有需要就行會保密規
則，以及會議等制度進行檢討。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政府已就行會保密
協議發表聲明，任何人講出行會討論內容就是違反協
議。

【本報訊】對於唐英年連日來指稱梁
振英說過香港最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對
付示威者及縮短商台續牌期，梁振英競選
辦成員批評，唐英年完全捏造事件，已觸
犯選舉條例，會保留追究權利。

唐英年昨早在電台節目中再次談及行
會中與梁振英討論商台續牌事件的爭論過
程。梁振英競選辦昨午舉行傳媒茶敘，直
斥唐英年昨日的言論 「加鹽加醋」，是
「一個謊言加上另一個謊言」。梁振英競

選辦主任羅范椒芬重申，唐英年針對梁振
英的指控完全是捏造事實，目的是為 「轉
移視線、混淆視聽」。羅范椒芬又表示，
對唐英年的言論深表遺憾和憤怒，相信他
是受人唆擺，指 「政治會扭曲人性」。她
又指，諮詢過法律意見，確認唐英年已觸
犯選舉條例第二十六條，他們會保留採取
法律行動的權利。羅范椒芬強調，他們希
望以和為貴，讓整個選舉回歸正路，不想
製造事端。而唐英年早前曾向梁振英發出
律師信，要求梁振英撤回對其的誹謗性指
控及道歉。梁振英競選辦傳媒關係副主任
麥 國 華 指 出 ， 信 件 中 有 "WITHOUT
PREJUDICE"的字樣，他們的律師指，這
表明信件只供對方考慮而不會用作呈堂，

如果有人想和解的時候，通常會這樣做，
相信唐英年方面只是作一個姿態。

另外，梁振英競選辦主席張震遠昨日
澄清，二○○八年梁振英出席港台《千禧
年代》節目時，曾表達對行政會議集體負
責制及保密制度的意見，之後收到曾蔭權
的信件，解釋政府立場。張震遠強調，特
首的信件並沒有提醒或警告的字眼，絕對
不是警告信，而就行會集體負責制和保密
制度的問題，梁振英只收過特首這一封信
。當年梁振英亦有回覆特首說接受其解釋。

此外，梁振英競選辦表示，原定星期
五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的造勢
晚會將會取消。羅范椒芬表示，是擔心會
有太多人出席，而場地太小，加上天文台
預測當晚天氣不佳，所以取消造勢晚會。

梁競選辦批評唐捏造事件

郝鐵川回應拉票傳言：從不越雷池一步

【本報訊】本港兩大知名網上討論區進行第四屆
特首的民意調查，兩天時間已經有超過二十七萬人次
在網上投票，目前梁振英獲得五成六以上的支持率。

這兩個網站分別是 Uwants（http://www.uwants.
com）以及香港討論區（http://www.discuss.com.hk）
。而隨機抽樣的民意調查由本月十九日下午六時，即
特首候選人參加由選委會選委組織的特首論壇當晚開
始。截至昨晚六時三十分，共有二十七萬二千四百五
十八人次對三位候選人進行網上投票，梁振英獲十五
萬七千六百五十票，支持率為百分之五十六點零七；
唐英年獲二萬零四百零三票，支持率百分之七點二六

；何俊仁獲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二票，支持率百分之五
點二七。

根據兩家主辦網站的設計規則，投票人士並不能
主動去投票頁面投票，而是隨機被動地被選中，以免
有人造票；每人（IP+瀏覽器）只能投一票，以避免
票數重複，而投完票的人（IP+瀏覽器）不會再被抽
中；投票過程設有 「無意見」選項，以提高結果準確
度。

另外，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於本月十七日至
二十日，訪問一千零二十八名市民，調查顯示大部分
市民的相信今次的選舉不會 「流選」。近五成的市民
認為，今次的選舉不會 「流選」，只有約兩成人相信
會 「流選」。

網站民調 56%人支持梁

▲

梁振英希望
大家在選舉後
要放下競爭，
為香港 「拍住
上」

資料圖片

▲唐英年指香
港需要有建構
共識經驗的特
首。圖為他昨
日出席商台節
目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