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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綱最踏實可照顧各階層 提名涵蓋多界別

選委：林鄭具廣泛代表性
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報名參選行政長官，多位有份提名她的選委對《大公報》
表示，林鄭月娥符合中央對特首開出的四大條件，包括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中央信任
及港人擁護，其政綱在幾位參選人中是最踏實的，可照顧各階層的利益。亦有選委認為林
鄭月娥獲579名選委提名支持，涵蓋多個界別，提名數遠高於曾俊華和胡國興，顯示她具
有廣泛代表性，更相信林鄭月娥會高票當選。

特首選戰＞＞＞
有份提名林鄭月娥的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直言，
四位參選人當中，以林鄭月娥的辦事能力最高，他更
形容林鄭的政綱 「最踏實」，並非 「天花龍鳳」，是
可以執行得到的。

「不信會走票 反會增票」
陳永棋還強調， 「我看凡是提名她的人，最終都
會投票給她，我不相信會 『走票』，反而會增票，我
認為林太會高票當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則說，管治香港需要照
顧各階層的利益，是不簡單的事，自己基本上認同林
鄭月娥公布的政綱。他又提到，過往與林鄭月娥有多
次合作，大家從中建立了對香港發展的看法，理念亦
比較接近。被問到最終會否投票給林鄭月娥，他說這
是個人決定，但既然有份提名林鄭月娥，投票傾向性
亦比較清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庭聰表
示，自己過去在文化、社福方面都有與政府交流合作
，當時林鄭月娥亦有參與，認為對方的統籌、管理和
執行能力都很強。他說，當林鄭月娥宣布參選後，自
己在不同場合聽她介紹管治理念，認為她是位值得支
持的參選人，所以提名她。王庭聰又欣賞她在政綱中
提出稅務減免措施，既可以減輕中小企負擔，令他們
可以有更多「彈藥」研發、創新，滾雪球般為經濟發展
注入能量。
港區人大代表王敏剛認為，林鄭月娥獲579名選
委提名支持，涵蓋多個界別，提名數亦遠高於已報名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參選的曾俊華和胡國興，顯示她具有廣泛代表性。他
讚揚本來打算退休的林鄭月娥在短時間內決定參選特
首， 「行政長官一職需要處理很多難題，但她選擇作
為國家和為香港效力，再披戰衣，值得欣賞」。
王敏剛又讚揚林鄭月娥的政綱全稿內容充實，尤
其在照顧弱勢社群及未來推動青年工作方面着墨不少
；亦有詳述在土地、醫療、工商發展等方面的施政理
念，顯示她具有宏觀視野，能為香港長遠發展打算。
他認為林鄭長期在政府任職，對各項政策範疇都能有
所掌握，相信她是下屆特首的合適人選。

料會高票當選
全國政協常委陳
永棋說：「 我不

相信會『 走票』 ，反而
會增票，我認為林太會
高票當選。」

領導香港合適人選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漁農界60票全部
提名林鄭是正常不過，認為她符合中央對特首開出的
四大條件： 「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中央信任、港
人擁護」。何又讚林鄭的表現實而不華，覺得她了解
到業界申請基金的困難及政府規管過嚴的問題，懂得
「拆牆鬆綁」，其他參選人沒有這樣的表現。他又認
為林鄭的政綱四平八穩、實事求是，不會盲目反對特
首梁振英的良好政策，並非 「民粹主義」。
鄉議局界別選委簡松年表示，林鄭月娥是最早一
個找他的參選人，認為她對為香港服務非常有決心及
誠意。他又稱，自己與林鄭相識多年，在區議會、民
政事務局及鄉議局等場合都有好多合作交流，稱讚對
方工作非常認真及有能力，故決定提名予她。簡松年
又說，林鄭月娥日前公布的政綱針對社會問題利弊作
出建議，十分欣賞，相信對方是領導香港合適人選。

獲31個界別選委提名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獲31個界
別選委提名支持參選特首，而有10個界別，包括57票
的港九區議會，以及15票的出版小組則未有表態。坐
擁60張提名的勞工界，目前只有五人提名，分別是工
聯會會長林淑儀、副會長周聯僑及港九社團聯會的譚
志聰、梁耀華及李秀琼。
據悉，港九區議會當中不少選委都支持林鄭月娥
，惟商討過後未有一致意向，決定不作提名。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就表示，與其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商討後認為，四名參選人政綱都未有提出具體工作，
扭轉現時 「強資本、弱勞工」的情況，故未作提名。
至於稍後的投票意向，她將視乎候選人日後如何爭取
選委支持再作決定。另外，33名港區人大代表中，自
由黨劉健儀、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亦未作提名，劉健
儀稱與林鄭、曾俊華認識多年，兩人各有優點，想觀
察他們表現再決定取態。

林鄭月娥所得提名（共579人）
飲食界：17人

工業界（第二）：15人

體育小組：15人

立法會：21人

陳永安、盧浩宏、黃永幟、盛智文、胡 珠、
楊貫一、莊任明、張來鎮、李遠康、邱金榮、
楊 維、譚兆成、黃傑龍、馮仲佳、楊位醒、
鍾偉平、鄧錦輝

李秀恒、陳永棋、施榮懷、陳淑玲、徐炳光、
楊志雄、吳清煥、吳宏斌、戴澤良、盧金榮、
余立明、劉文煒、徐晉暉、楊孫西、黃家和

鄭家豪、陳偉能、吳守基、何仲浩、陳文義、
貝鈞奇、湯徫掄、霍啟剛、王敏超、陳念慈、
高克寧、朱鼎健、黃寶基、黃金寶、余國樑

保險界：12人

演藝小組：13人

張宇人、林健鋒、黃定光、李慧琼、陳克勤、
梁美芬、何俊賢、易志明、姚思榮、馬逢國、
陳恒鑌、梁志祥、張華峰、蔣麗芸、盧偉國、
吳永嘉、何君堯、邵家輝、陳振英、張國鈞、
劉業強

商界（第一）：12人
CHUGH Manohar Thakurdas、吳天海、
余國賢、于健安、HARILELA Aron Hari、
彭耀佳、余鵬春、許漢忠、周維正、孫立勳、
馮玉麟、阮蘇少湄

商界（第二）：18人
李德麟、林銘森、方文雄、陳 斌、余國春、
劉宇新、黃守正、周娟娟、林光如、王惠貞、
莊學山、蔡冠深、馬忠禮、楊華勇、陳幼南、
吳朱蓮芬、楊振鑫、曾智明

香港僱主聯合會：9人
黃光耀、徐耀祥、鄺正煒、曾安業、鄺永銓、
陳紹雄、黃友忠、黃植榮、
ABATE Duncan Arthur William

金融界：15人
黃漢興、鄭松岩、陳智文、陳鳳翔、高美懿、
謝小玲、傅 劍、李民橋、郭錫志、葉德銓、
馬陳志、楊恩慈、朱丹璠、馬清煜、孔令成

金融服務界：16人
蔡思聰、鄧聲興、李君豪、楊玳詩、謝湧海、
張德熙、馮煒能、李惟宏、李月華、陳銘潤、
李耀新、張為國、李細燕、李佐雄、閻 峰、
余維強

酒店界：14人
陳天佑、邱詠筠、李玉芳、呂慧瑜、鄭志雯、
郭惠光、黃永光、吳錦鴻、楊碧瑤、羅旭瑞、
李家誠、呂志和、羅俊謙、
HARILELA Gobind Naroomal Gary

勞工界：5人
譚志聰、林淑儀、周聯僑、梁耀華、李秀琼

工業界（第一）：17人
丁午壽、鄭文聰、葉中賢、蘇永強、丁煒章、
何志盛、湯誠正、莊子雄、楊悰傑、嚴志明、
譚偉豪、陳錦程、孫啟烈、張 傑、陳鎮仁、
郭振華、羅仲榮

陳炎光、朱永耀、尹志德、伍榮發、蔡中虎、
王覺豪、陳沛良、黃貴泉、老建榮、鄭國屏、
管胡金愛、朱泰和

地產及建造界：16人
胡應湘、郭基煇、陳修杰、陳啟宗、羅嘉瑞、
何超鳳、梁榮江、黃志祥、吳宗權、梁志堅、
李兆基、林健榮、鄭志剛、孔祥兆、冼永寧、
潘樂祺

吳思遠、李國興、張康達、黃百鳴、曾志偉、
洪祖星、陳志光、張家龍、楊政龍、吳傑莊、
林孝賢、陳榮美、林小明

文化小組：9人
鄺美雲、陳永華、莫華倫、李錦賢、陳起馨、
李焯芬、高志森、周振基、區永熙

鄉議局：26人

宗教界：38人
中華回教博愛社：10人
薩智生、脫瑞康、哈奇偉、楊義護、楊汝萬、
沙 意、徐錦輝、王香君、金志民、司徒亮

孔教學院：10人
湯恩佳、李文俊、陳宁宁、吳榮治、褟國全、
甄福財、楊萬里、吳漢良、唐躍峯、李建中

香港佛教聯合會：9人

張人堯、梁嘉彥、方淑君、司徒志仁、馮煒堯、
黃啟智、陸雅儀、楊振勳、陳亨利、陳愛菁、
盧慕貞、蕭勁樺、陳祖恒、郭大熾

李國鳳、翁志明、莫錦貴、侯志強、簡松年、
鄧瑞華、梁福元、周玉堂、成漢強、李耀斌、
劉焯榮、陳嘉敏、黃文漢、鄧賀年、鄧勵東、
鍾偉平、李冠洪、黃漢權、韋國洪、曾樹和、
陳崇業、陳崇輝、張學明、王水生、林偉強、
彭學端

旅遊界：11人

新界各區議會：53人

香港道教聯合會：8人

紡織及製衣界：14人

羅詠詩、梁耀霖、吳熹安、李振庭、王美嬌、
湯麟華、馬煜文、吳光偉、譚光舜、黃進達、
陳立志

航運交通界：8人
鄭偉波、許仲瑛、林高演、李鑾輝、凌志強、
梁德興、黃良柏、李澤昌

批發及零售界：16人
黃光輝、梁日昌、關百豪、李應生、孫大倫、
鄭偉雄、馬墉宜、黃麗嫦、李子良、馬景煊、
李勝幟、郭少明、張志祥、鄭皓明、方 剛、
劉鑾鴻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2人
吳永順、鄔滿海

中醫界：22人
黃 傑、盧鼎儒、謝秉忠、吳俊來、顏培增、
黃賢樟、張煒生、馮 玖、張國華、朱 恩、
張群湘、周叔英、關之義、陳永光、曾超慶、
楊卓明、俞煥彬、何國偉、凌桂珍、袁啟順、
陳抗生、王冠明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2人
馮德利、林

勁

梁子穎、文裕明、李月民、呂 堅、陶錫源、
藍偉良、黎偉雄、沈豪傑、彭長緯、姚 銘、
文光明、林翠玲、莊元苳、陳笑權、李桂珍、
梁健文、劉偉章、陳有海、黃偉傑、譚榮勳、
姚國威、黃碧嬌、張恒輝、黃宏滔、梁偉文、
趙秀嫻、程振明、李洪森、蕭浪鳴、歐志遠、
吳仕福、凌文海、潘志成、湛家雄、李志強、
余智榮、陳灶良、林發耿、余漢坤、古揚邦、
譚惠珍、羅競成、李世榮、陳繼偉、徐 帆、
鄧家良、李子榮、招文亮、鄧家彪、陳博智、
蘇西智、溫和輝、羅少傑

人大：31人
王庭聰、王敏剛、史美倫、吳亮星、吳秋北、
李引泉、林順潮、姚祖輝、胡曉明、范徐麗泰、
馬豪輝、張明敏、張鐵夫、陳勇、陳振彬、
陳智思、黃友嘉、黃玉山、楊耀忠、葉國謙、
雷添良、劉佩瓊、劉柔芬、蔡素玉、蔡 毅、
鄭耀棠、盧瑞安、霍震寰、顏寶鈴、羅范椒芬、
譚惠珠

工程界：10人
韋志成、梁廣灝、潘偉賢、潘樂陶、李炳權、
張志剛、何鍾泰、陳健碩、黃澤恩、嚴建平

進出口界：11人
張學修、莊成鑫、陳勁恒、丁天立、姚志勝、
王賜豪、潘慶基、林龍安、黃英豪、李宗德、
許華傑

釋智慧、黎時煖、林漢強、釋道平、劉振奎、
釋宏明、釋演慈、釋果德、釋衍空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1人
鄭志仁

梁德華、湯偉奇、黃健榮、洪少陵、葉永成、
葉映均、侯永昌、黃成益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51人
方黃吉雯、王國強、譚耀宗、陳成秀、梁偉浩、
林樹哲、鍾瑞明、高敬德、李民斌、洪祖杭、
戴希立、許榮茂、盧文端、周安達源、陳經緯、
伍淑清、吳光正、劉漢銓、何柱國、李澤鉅、
唐英年、戴德豐、李家傑、劉長樂、胡定旭、
劉遵義、吳良好、霍震霆、廖長城、郭 炎、
譚錦球、朱銘泉、江達可、吳惠權、李賢義、
林大輝、容永祺、張國榮、梁亮勝、莊紹綏、
梁國貞、陳清霞、陳鑑林、黃楚標、楊敏德、
鄭翔玲、龍子明、呂耀東、馮華健、胡漢清、
鄭家純

漁農界：60人
張少強、梁圖根、劉金鳳、陳振中、黎勝仔、
黎木金、蘇志強、梁冠華、黎全娣、林根蘇、
黃火金、梁觀好、姜北好、何玉生、梁金福、
盧蔭強、馬劍明、郭 蘇、馮彩玉、張火有、
馮志康、林振偉、梁炳坤、黃根仔、溫忠平、
吳日章、郭誌有、陳建業、曾柱光、羅如波、
盧萃霖、鄧煖勳、劉國輝、鄭丁富、黃元弟、
馮健忠、曾國強、朱淦明、鄺志偉、李良驥、
溫來喜、張德勝、鄭少華、胡春月、陳潤才、
彭華根、黃祥發、馮樹發、布家玲、鄭有福、
李彩華、黃 全、黎德全、周水根、周炳輝、
張錦如、楊上進、陳志明、石松生、陳伙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