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2011年區議會選舉
提名期正式結束，全港18區選舉主任共接獲935份
提名表格，刷新歷年紀錄。其中，有70個選區只
有1人獲提名，料可自動當選，餘下選區將於11月
6日（星期日）進行投票。
資料顯示，07年區選共918人獲提名，最終獲有

效提名者共907人。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昨日表示，由選舉提名期至

今，共有9人退選，而經選舉主任審核及確認獲提
名人士的資格後，有關名單將於憲報刊登。

將辦兩場候選人簡介會
選舉管理委員會將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為候

選人舉辦兩場簡介會，由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主
持：香港島及九龍9個地方行政區的候選人簡介會
將於下月3日舉行，新界及離島另外9個地方行政
區的候選人則將於下月4日舉行。而在每場簡介會
後，選舉主任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其所屬選區的候
選人在選票上的排名次序，以及分配擺放選舉廣
告的指定位置。
獲提名人士的資料已上載到選舉網頁

（www.elections.gov.hk/dc2011/chi/nominat2.html）。

區議會選舉A4 責任編輯：黃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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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兩周的區議會選舉提名期昨日結束。為爭取

明年「超級區議會議席」入場券，今屆特別多政治

明星參選，加上政黨之間互相狙擊內鬥，令到區選

戰況空前激烈。事實上，今屆區議會選舉不僅影響

明年五個「超級區議員」席位，而且直選區議員將

成為特首選舉的選舉委員會成員，議席含金量大

增，引來各黨派爭逐，容易令區選變得政治化。然

而，區議會與立法會選舉大為不同，區選聚焦的主

要是選區內的民生議題，政治形勢的更易並不會改

變區選的基本格局。候選人是否有服務市民、改善

民生的往績、能力和誠意，才是市民最關注的地

方，也是參選者能否勝出的關鍵所在。

一直以來，區選都被視為各政黨「練兵備戰」的

場地，鮮有政治明星會落場參選。但隨 政改方案

獲得通過，不但立法會的議席有所增加，而區議會

的重要性也相應提高：一是明年立法會選舉將新增

五個「超級區議員」議席，參選者必須是現任區議

員並獲得十五名區議員提名方可參加，各政黨要爭

取這五個重量級議席，首先必須擁有足夠的區議員

數目。二是直選區議員可自動成為下屆特首選舉的

選委會成員，影響下屆特首選舉，政治影響力大

增，令各政黨更加趨之若鶩，不少政治明星都空降

參戰。部分欠缺地區工作的參選人更大打政治牌，

有政黨甚至將區選作為狙擊的舞台，務求以政治議

題來掩飾地區工作的乏善足陳，令到今屆的區選形

勢更加激烈和混亂。

區議會的職能與民生息息相關，而選民在投票

時也大多考慮候選人的地區往績。唯有真正熟悉

地區事務，關注地區民生的議員，才可真正在

「超級區議員」議席及選委會上反映地區聲音。因

此，區選主打民生的格局並不會因為政治形勢而

改變。即使部分政治明星空降參選，如果所屬政

黨沒有在該區做過大量的地區工作，儘管有全港

知名度也隨時陰溝裡翻船。有些候選人空降參

選，沒有從事任何地區工作，唯有大打政治牌，

務求以譁眾取寵的宣傳炒熱政治議題，這些伎倆

難望得到選民支持。

由於今屆區選的激烈程度遠超以往，可以預期愈

臨近投票期，各種政治抹黑，惡意造謠，甚至舞弊

等將會層出不窮。選管會有必要加強對各種失實言

論的監管，對於故意散播謠言及抹黑的行為必須依

法懲處。同時，針對不少政黨大量運用互聯網作為

選舉宣傳、動員的渠道，對於其他候選人造成不

公，當局也應加強網上宣傳監管，計入候選人的選

舉開支之內，以保障選舉的公平公正。

(相關新聞刊A4、A5版)

希臘債務危機迫在眉睫，歐盟救助沒見

實質行動，反而不利消息頻傳。德荷要求

私人投資者接受更多損失，法國反對。

德、法兩國則就是否重新商定希臘債務意

見出現裂痕。事實上，如果希臘破產，將

可能導致歐元體系崩潰的嚴重後果。在此

關乎存亡的關鍵時刻，歐盟各國為己為人

都須放下歧見，捨棄一些自己的利益，尤

其是作為歐元區兩大經濟體的德、法兩

國，更應多作承擔，以負責任的態度和決

心挽救危機，共同應對歐元區成立以來的

最大挑戰，以免一再錯失拯救債務危機的

時機，最終陷入無法挽回的困境。

目前，儘管歐盟各國都清楚希臘出現債

務違約的風險越來越大，出手施救時日無

多，但是落實到要「真金白銀」掏腰包的

時候，各國的態度就猶豫了。不論是在應

否擴充歐洲金融穩定措施（EFSF）的方

案、私人投資者是否需要承受更多的希債

減值損失，還是發行歐洲債券等問題上，

各國基於保障自己利益的考慮，不肯作出

讓步。即使在歐盟的「龍頭」德國內部，

由於民意反對動用本國納稅人的金錢去救

希臘，總理默克爾能否推動擴充歐洲金融

穩定措施的方案在國會表決過關仍是未知

之數。正因為歐盟本身對希臘救援缺乏基

本共識，為了一國一己之利踟躕不前，危

險只會日益惡化。

歐洲央行和成員國的銀行都持有希臘國

債，任由希臘破產勢必引發多米諾骨牌效

應，歐元區其他重債國也將難以倖免。如

果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也被迫走上求助之

路，歐元區以其現有的救助機制將難以應

對。因此，無論希臘主動還是被動退出歐

元區，都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都將成

為歐元區難以承受之痛。傾巢之下，焉有

完卵？歐元區正面臨問世以來的最嚴峻考

驗，歐元區領導人絕對不能坐視希臘債務

違約和退出歐元區，尤其是德國、法國作

為歐元區的兩大領袖，必須拿出犧牲小

我，完成大我的勇氣和魄力，責無旁貸地

承擔主要的救市責任，盡快推出大規模的

救市措施穩定市場，並逐步重振市場信

心，為帶領整個歐洲度過難關、走出困境

發揮應有作用。

(相關新聞刊A7版)

區選空前激烈 民生仍是主打 德法無決心 歐盟無希望

劉江華戰區會 望再次服務田心
民建聯黨友鼓勵支持 讚在沙田根基深厚

民記區選戰陣歷來最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長期扎根地區服務，加

上劉江華正式報名參選後，該黨在新一屆區選共派出182位成員
披甲上陣，其中男性141人，女性41人，50人首次參選，114位
現任區議員角逐連任。參選成員平均年齡約為44歲，最年輕者
為23歲，40歲或以下有80人，學士或以上程度佔89人。

副主席張國鈞參選西環
民建聯除了有多位立法會議員競選區議會議席外，民建聯副

主席張國鈞今屆亦出戰中西區西環選區，強調「以專業服務街
坊，以實幹建設西環」，承諾在未來4年和市民攜手，抓緊改變
的機遇，共建美好西環。此外，民建聯向來關心婦女權益，並
大力支持女性參政，今屆共派出41位女將參選，佔全部參選人
的23%，早前更舉辦全體女參選人的誓師大會，祝願她們旗開
得勝。
參選西環選區的還有莊榮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在明年立法會新增5個
「超級區議員」效應下，新一
屆區議會選舉報名人數創新
高，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強調，
無論處於不同政治氣候環境，
在地區選戰上遇上任何對象，
該黨都會貫徹「實事求是，為
您做事」的作風，時刻立足做
好地區工作、致力服務選民，
該黨並將於10月16日舉行大型
造勢大會振奮出戰團隊軍心，
期望民建聯在區選一役中再創
佳績。

反對派新人空降難獲支持
譚耀宗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在新增超級議席帶
動下，新一屆有至少16位立法
會議員落水參選區議會，當中
有政治明星及資深議員重出江
湖，令選情增添變數。　　
就所謂反對派「分裂狙擊」

會「有利」於建制派的選情，
他坦言對此分析存疑，認為不
少「人民力量」候選人份屬政
壇新人，加上臨時空降出戰地
區議席，未必獲街坊支持，故
目前難以評估他們狙擊民主黨
等候選人的影響，說不定選民
反而會為「被狙擊者」給予
「同情分」，變相為民主黨等人
谷票。

民建聯貫徹實事求是宗旨
譚耀宗重申，民建聯在戰況

激烈下，更加會以「實事求是
為您做事」為綱領，反對內
耗，積極監察政府，是其是，
非其非，力促其妥善處理民生
要務。該黨的民生政策主張包
括力爭政府每年興建5千個居
屋單位及增建公屋，優化置安
心計劃，轉為「可租可買」；
延續現有紓困措施協助市民抗
擊通脹，包括代繳公屋租金、
額外多發生果金及綜援、寬減
薪俸稅等，以及設立每戶8千
元的住宅差餉扣減額，及每年
1萬元的學童教育開支扣稅
額。
民建聯並會致力促請政府增

加港鐵及巴士各項票價優惠，
設立公共交通收費穩定機制；
要求改善對長者的照顧及扶貧
助弱，包括增加長者醫療券資
助至1,000元，並將受惠年齡降
至65歲，延長短期食物援助計
劃的支援時限及放寬申領資
格。

配合國家規劃發展港經濟
在發展經濟方面，民建聯要求香港必須配

合國家「十二五」規劃，加強與廣東省合
作，及積極拓展香港人民幣業務，又建議政
府要強化政府管治，準確掌握民意，包括行
政長官應定期會晤各界代表，以全面掌握社
會各界對完善政府施政的看法，加強區議會
及各諮詢委員會在政策諮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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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心選情在提名期最後一天添加變數，原已報名競選連任當
區議席的公民力量潘國山退選，同時份屬公民力量原發動人的
劉江華，及報稱沒有政治聯繫的商人孫燦培，則趕及於截止前
報名參選該區。

友好潘國山專注學業退選
劉江華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他昨日下午先獲

民建聯特別常委會批准參選區議會後，再到沙田民政事務處報
名。他說，自己是次決定再戰區選，是因為地區好友潘國山現
正修讀博士學位，並須於明年完成課程，故對方在報名參選後
再三考慮，決定全心應付學業，最終退選並改為支持他參選。

劉曾服務隆亨 長達9年
劉江華強調，自己曾任前區域市政局及沙田區議員，過往在

田心隆亨 服務長達9年，期望今次能當選再次服務當區街坊。
民建聯目前有4名立法會議員參加區選，其中3人為競逐連

任，包括中西區觀龍的葉國謙、九龍城土瓜灣北的李慧 ，及
大埔寶雅區的黃容根，而外界早前一度盛傳身兼民建聯副主席
的李慧 會出戰明年「超級區議員」。被問到是次出戰沙田區選
是否劍指「超級區議員」議席時，劉江華就大賣關子，強調現
階段先做好選舉工程，不作評論。

區選後再考慮「超選」部署
就劉江華出戰區選會否影響民建聯的「超級區議員」的部署

時，譚耀宗在接受記者查詢時重申，民建聯目前有117名民選區
議員，該黨目標是保住現有議席數目，並在此基礎上力求進
帳，但鑑於選戰空前激烈，要保住議席的難度也有所增加，現
階段他們會集中精神做好選舉工程，待區選完結後，視乎選舉
結果再整體考慮立法會的選舉部署。
他承認，有意見指在各黨派紛紛搶佔「『超選』入場券」下，

該黨只派出3名現任立法會議員參選區議會，是相對少的，更有
人建議他作為黨主席亦應報名一戰。不過，他考慮到主席職務
已經很繁重，如今有公民力量成員在沙田區退選並支持劉江華
去馬，他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機遇，由該黨的副主席落水出戰區
選。
參選觀龍區的候選人有梁國雄，參選九龍城土瓜灣北的候選

人有黃子希，參選大埔寶雅的候選人有張錦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2年立法會選舉

將增加5個「超級區議員」議席，令年底舉行的區議

會選舉更趨激烈，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在區選提名

期最後一天趕搭「尾班車」，正式報名出戰曾服務長

達9年的沙田田心選區。他未有評論自己一旦當選，

會否考慮代表該黨問鼎「超級區議員」議席。民建

聯主席譚耀宗則讚揚劉江華服務沙田區經驗豐富，

他與黨友均認同及鼓勵劉江華再戰區議

會，為基層市民服務。

黃國健：工聯按部署小心應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今屆選

舉積極參與的工聯會，其立法會議員黃國健
認為，從目前的報名形勢來看，今屆區選的
選舉氣氛暫時仍不算濃厚，未必一定會變得
很政治化，但選舉形勢變化很快，因此他們
不會掉以輕心，並會小心應對每個選區的選
戰。

反對派立會議員未必有優勢
黃國健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分析指，雖

然今屆區選多了立法會議員報名參選，但由
於區選中，每個選區都有自己獨特的選民組
合和區情，加上香港的選民已經變得成熟，
故他們只能按個別選區去分析，而即使反對派派
出立法會議員參選，亦不一定就有優勢。
就反對派中的「人民力量」聲言要狙擊民主黨

和民協等同黨，黃國健坦言，他不認為這些所謂

「狙擊」會對建制派候選人有利，因有許多所謂
「狙擊者」都是「空降部隊」，對相關地區選情的
影響力非常有限，工聯會會按照既定的選舉部署
去做。

區選935提名創紀錄
區選提名累積數目
（截至9月27日）

香港島

中西區 37

灣仔 25

東區 74（*）

南區 36

九龍

油尖旺 54（*）

深水 56

九龍城 50

黃大仙 52

觀塘 70

新界

荃灣 36

屯門 70

元朗 60

北區 47（**）

大埔 39

西貢 57（*）

沙田 77（**）

葵青 69（*）

離島 26（*）

總數 935

選區 累積數目 選區 累積數目

*一人退選 **二人退選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黃國健稱選舉形勢變幻莫測，因此工聯會不會掉以輕
心。 資料圖片

■劉江華最後一天報名再戰區議會，為基層市民服務。圖為他早前出席民建聯大埔區誓師大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