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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退選謠言混淆視聽
近日不少報道指梁振英有較大機會

當選，甚至有傳聞指唐英年可能會退選
。對於這些甚囂塵上的傳聞，唐英年昨
於競選網頁上發表聲明，批評有謠言指
他會在今日發表退選宣言，目的是要混
淆視聽，他對此深感憤怒， 「這些假消
息都是志在混淆視聽，目的是製造混亂
，打擊我競選團隊及支持者信心和士氣
，對於這些不符合公平競選精神的拉票

手法，我深感憤怒。」
唐英年感激選委和市民不斷支持和

鼓勵，強調自己絕不退縮，並會奮鬥到
底， 「我本人亦會堅定不移，全力以赴
，絕不退縮，奮鬥到底。我衷心感謝各
選委及市民在這段艱難時刻，仍不斷給
予支持和鼓勵，我實在無言感激。」他
又稱，香港奉行 「一國兩制」、 「港人
治港」，深信選委會憑着良心選出一個
為港人福祉、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以及
能為香港創造和諧空間的行政長官。

【本報訊】唐英年在多項調查中，
選情都被看低一線。唐英年的支持者認
為，選情並非一面倒，現時只是 「六與
四之爭」，仍有機會反敗為勝。有提名
唐英年的商界代表指，唐英年與梁振英
都是合適的人選，誰人當選都不會撤資
，他們會根據傳媒報道作分析，憑良心
投票。

支持唐英年的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
大輝表示，雖然現時唐英年選舉形勢落
後，但認為情況並非一面倒，認為現時
是 「六與四之爭」，認為球賽一日未完
，仍有機會反敗為勝。他不認同梁振英
的口才、辯才會一面倒壓倒唐英年，相
反在早前的特首論壇中，不少評論指唐
英年脫胎換骨，認為他提倡的政策，能
平衡社會各方需要。

撐唐選委續力挺
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林健鋒亦表示

，將會繼續支持唐英年。對於前日連同
多個商會代表與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午
宴一事，林健鋒回應說，會面中主要談
及香港的經濟問題，包括歐債危機對香
港影響等，並無談及特首選舉；他又說
每數月就會與中聯辦官員會面一次，今
次見面於數月前已安排好。林健鋒表示
，他認為唐英年的政綱對香港未來經濟
有利，所以繼續支持他，在接觸到的商

界選委當中，都是繼續支持唐英年，聽
不到有人改變投票意向；又說自己當日
一定會投票，不會投白票，亦會憑良心
投票。

同樣表明支持唐英年的選委、 「蘭
桂坊之父」盛智文則稱， 「流選」的機
會相當大， 「老實說我不知誰會勝出，
可能沒有候選人能取得足夠的六百○一
票，這是非常可能。唐英年有經驗，在
辯論的表現非常好，這一刻我仍會選擇
他。」

至於早前提名唐英年的會德豐及九
倉副主席吳天海認為，不論誰人當選特
首，集團日後的投資定位，仍然是本港
及內地。他解釋，過往內地與香港在經
濟及政治上遇上低潮，如金融風暴及沙
士等，集團都沒有停止投資，但未有透
露會否投票予唐英年。

另一提名唐英年的嘉華國際主席呂
志和稱，唐、梁二人都是合適的特首人
選，他與集團副主席、兒子呂耀東，會
根據傳媒報道作分析，憑良心投票。他
指出，今次選舉較為複雜，需要小心衡
量，但認為投白票是不負責任，並相信
穩定樓市及樓宇供應，都是施政重點，
新特首會聽取市民意見及集思廣益。他
又稱，不擔心梁振英上場會影響營商環
境，而大眾應欣賞公僕付出的代價，不
要挖他們的瘡疤。

續積極爭取選委支持
現時梁振英在各項調查中支持度領

先其他候選人，但包括自由黨在內的部
分選委表明會投白票。梁振英於電台節
目上表示，他沒有評估 「流選」的機會
，但認為選委有責任投票， 「我自己對
選情一直集中做自己應該做的工作，所
以沒有做太多評估出現其情況，總之自
己會積極爭取選委支持。」

梁振英呼籲選舉後各界要放下成見
，他會不分黨派吸納人才，並表明十分

願意在多方面向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請
教。任志剛則表示，會堅定不移，繼續
支持另一候選人唐英年。

梁振英又再向選委發信，提到選舉
確實是 「令人謙卑的過程」，因為他通
過與各人交談問答，對不同組別有更透
徹的認識， 「我們深愛的香港，麻雀雖
小，一應俱全，每一界別的機遇和問題
都是大學問。」他表示，當選後會繼續
向大家學習，和大家衷誠合作，希望所
有選舉委員日後繼續提點他的工作。

【本報訊】唐英年近日接連批評對
手梁振英，提名梁振英的前教統局局長
李國章指，唐英年是 「官仔脾氣」，但
發炮行為並不像其作風，認為是背後有
人教唆他。有支持梁振英的會計界選委
作業內調查，發現業內有四成人支持梁
振英任特首。

本身屬醫學界選委的李國章，於電
台節目中批評唐英年是 「官仔脾氣」，
過往擔往過立法局議員、行會成員，在
政府架構內又擔任過局長和司長，故認
為特首之位是志在必得， 「所以現在要
出來說我不行，你也不行，這是少少官
仔脾氣」。

李國章又指出，他認識的唐英年一
向和藹， 「我聽到他自己說在行會和梁
振英駁火關於商台那個問題，完全不像
唐先生的作風，是他背後的人就不知道
是誰在教他做這些事」。他批評自由黨
決定不支持梁振英的做法是 「小朋友的
作風」，他與梁振英一同見記者，是希
望說一句公道話，因為以唐英年的作風
，不似會與人爭執，更不似會於行會與
人 「駁火」，甚至因意見不合辭職，若
唐英年有與人爭執他必定記得。

梁與胡應湘會面
一向被指缺乏商界支持的梁振英，

昨與提名了唐英年的合和集團主席胡應

湘以及兒子胡文新會面。胡應湘表示，
雙方會面約十分鐘，他主要是拿取梁振
英的新政綱來閱覽， 「沒有特別交流什
麼……我從來都沒有定過主意，我提名
唐英年，但現在（梁振英）有新政綱，
便先看看新政綱」。

至於支持梁振英的會計界立法會議
員陳茂波稱，早前聯同會計界選委林智
遠、蔡懿德、龔耀輝和趙麗娟，就特首
選舉進行問卷調查，在收回的約二千二
百份問卷中，逾四成人支持梁振英出任
下屆特首，支持唐英年的人約為一成九
。陳茂波表示，他與另外四名選委不會
作捆綁式投票，稍後會將結果寄給共三
十名會計界選委作參考，而他會按判斷
和良心作決定。

另外，有自稱 「一群高級公務員」
的人發匿名信，信中提到他們不是任何
一個陣營的人。信中提到，官場耳語早
已流傳梁振英建議縮短商台牌照年期，
至於西九事件，信中稱並非政府放料予
傳媒，而是其中一位選委爆料，政府的
確是收到傳媒查詢才作出回應。匿名信
又提到如心廣場事件，指法官雖說梁振
英是 「深受尊重的人」，但看過其證供
後指梁振英兩個版本的證據 「自相矛盾
」，認為公眾心中有數；又質疑唐英年
的工作能力。

【本報訊】擁有六十張選委票的工聯
會，昨天宣布將一致投票支持行政長官候
選人梁振英。工聯會會長鄭耀棠表示，梁
振英一直對勞工問題較為同情，而政綱中
的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相應政策亦接納
及反映工聯會不少意見。鄭耀棠強調，作
為選委，其職責就是選出新一屆行政長官
，工聯會不贊成更不會投白票。而另一大
黨民建聯今天將舉行會議決定最後投票意
向。

選委須履責 不應投白票
工聯會昨天舉行政務委員會會議後公

布投票取態，一致通過會全力以赴投票給
梁振英，支持他成為下屆行政長官。鄭耀
棠表示，選委的職責是選出行政長官，故
不贊成亦不會讓選委投白票， 「一定選出
一個行政長官」。

對於投票支持梁振英的意向十分清晰
，鄭耀棠表示，梁振英一直以來對勞工問
題比較同情，在政綱裡亦接納工聯會不少
意見。他舉例，在最低工資問題上，政府
推行工資保障運動時，梁振英是少有的一
個中產專業人士能夠走出來表示贊成的人
，當時工聯會感到鼓舞。另外，梁振英在
政綱中對於工聯會所提出的基層問題、標

準工時等均接納，亦反映了工聯會的訴求
。再者，工聯會十分認同，梁振英指自己
的政綱是可操作、可執行政綱。工聯會未
來可以用政綱監察梁是否履行內容。鄭耀
棠又指出，梁振英民望比其他兩個候選人
高。

鄭耀棠表示會呼籲工聯會所有選委投
票給梁振英， 「及時選出行政長官對香港
來說是好的，是正面的，時間拖長，變成
不穩定因素。香港內部消耗，付不起這種
代價。」他重申，期望三月二十五日選出
新一屆行政長官。 「新一屆政府上場，會
帶來新希望。」而工聯會依然按照其八字
方針 「支持、合作、批評、監督」的態度
與新政府合作。

一旦梁振英當選，工聯會期望他以
新作風帶領香港市民面對未來挑戰。鄭
耀棠強調，梁振英將來組班底時，必須
用人唯才，要有廣泛的包容性，對於支
持或是不支持他甚至反對他的人士，只
要有才能就應該採用。第二，他期望新
一屆政府應該樹立新作風，希望政府官
員緊貼社會脈絡和各階層民意，須制定
一個定期落區的制度，接觸市民、掌握
民意，然後制定相關政策。面對這次選
舉出現的紛爭，鄭耀棠指，梁振英可能

不是在最高民意的情況下當選，蜜月期
不會太長，要加快設計一套短時間內能
推動相關措施的政策，讓市民了解其施
政理念從而理解和支持他。

在決定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的過程中
，鄭耀棠指工聯會並沒有與中央溝通，而
是通過判斷、分享才作出決定。他透露二
月十三日之前，工聯會仍有部分選委是支
持唐英年，但經過僭建和婚外情等事件的
影響而轉變意向。

被問到今次選舉所出現的混亂狀況，
是否會影響中央的信心。鄭耀棠相信，這
是給中央的一個提醒，今後的普選可能會
出現更多亂象，中央可汲取經驗避免出現
同樣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好處」。
另外，擁有一百四十七張選委票的民建聯
今天將舉行特別中委會，決定投票意向。

就傳媒查詢有關工聯會通過全部六十
票投票給梁振英，梁振英競選辦公室的回
覆指，梁振英感謝所有支持他的選委及市
民。梁振英會繼續本着戰戰兢兢、認認真
真的態度，以理念、政綱和能力，去爭取
更多選委及市民的支持。

另外，握有六十票的漁農界選委，早
前有五十七人提名梁振英，他們今晚會開
會討論投票意向。

【本報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
相信，周日舉行的特首選舉，「流選」機會
不大。她認為每個選委都應自行決定如何投
票，自己亦已決定投票意向，但不會透露。

譚惠珠再次呼籲，選委不要投白票，
因為今次選舉對香港整體社會來說是很好
的經驗。她認為，今次選舉能讓市民看清
政治及選舉期間牽涉的明爭暗鬥，以及卑
劣手段。但她強調，香港將來有普選，選
委不能因為這些原因而不履行選委的責任

。她亦指根據外國的經驗，普選發生明爭
暗鬥的機會可能比選委會下的選舉更高，
此類情況其實在所有選舉中都會發生。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認為， 「流選
」的機會不大， 「當然這些估的都只是估
計，我亦不知情況是怎樣……應該給這兩
位候選人梁振英先生和唐英年先生一個公
道，現在仍未投票，如果投票後有一位選
出了，選舉就結束了。如果真的兩位也沒
辦法取得六百○一票，那時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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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唐梁梁
【本報訊】民望一直不俗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表示，未有評

估 「流選」 的可能性，但他認為選委有責任投票選出新一任行政長官
，呼籲各界在選舉後放下成見，他會不分黨派吸納人才。他又在給選
委的信中承諾，當選後會繼續向界別代表學習，與大家衷誠合作。

【本報訊】特首選舉日臨近，民調顯示候選人唐英年支持度落後
，近日坊間更有傳他將於今日宣布退選。唐英年昨日發表聲明闢謠，
批評謠言是混淆視聽，目的是製造混亂，打擊其競選團隊及支持者信
心，他深感憤怒，強調自己堅定不移，絕不退縮。

李國章：希望說公道話 林大輝：選情非一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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