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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資深區員列陣
誓與街坊共休戚

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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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在今年立法會選舉港島區直選首次
派出兩張參選名單，一張為競逐連任的

曾鈺成，另一張則由資深東區區議員、東區區
議會主席鍾樹根率領，名單中包括了丁江浩、
周潔冰、龔 祥、顏尊廉、李均頤和鄭志成
等，多屬在港島服務20年的資深區議員。他們
誓要以最持久的服務經驗、最強的地區網絡、
最人多勢眾的區議員陣容，把地區民情民生帶
入議事堂。

風雨同路廿載 地區網絡完善
鍾樹根競選團隊於昨日聯同大批支持者及街

坊，到東區法院的民政事務署報名參選，一行
人高喊口號，強調「服務港島，我 最強」，
士氣高昂。鍾樹根在誓師時強調，民建聯真誠
為香港20年，與大家風雨同路20年，與街坊休
戚與共，對社區身同感受，「民建聯在港島擁
有最多的辦事處，有最完善的地區網絡，所以
『服務港島，我 最強』」！

他慨嘆，香港在回歸的15年來，政治對立，
紛爭不斷，社會停滯不前，失去了不少機會，
當今立法會更加有太多的虛耗，令人惋惜，無
聊的歪風讓人厭惡，「我們參選的動機很明
確，將真正的社區聲音和市民訴求，踏實奉獻
的精神帶進立法會」，並呼籲港島區選民在9月
9日投票支持民建聯：「香港係時候重新起
步，讓理性建設的聲音進入立法會。作為20年
服務團隊，責無旁貸！」

夥李慧 宣傳 努力為超選
民建聯在是次立選中首度在港島分拆兩隊上

陣，鍾樹根表示，兩隊人馬會兵分兩路爭取選
民支持，他的團隊會靠地區網絡爭取港島東、
灣仔及基層漁民選民支持，曾鈺成則吸納中西
區、南區及中產選票。他承認，工聯會另組名
單在港島出選，為民建聯選情帶來挑戰，他的
團隊未來會多行一步，以傳統「洗樓」等攻勢
展開競選工程，同時夥拍出戰超級區議會議席
的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合併宣傳。

有信心完成取3萬票目標
他對團隊完成取得3萬票的任務有信心，期

望自己順利當選後，能把改善地區環境及物價
問題帶入議事堂，推動民生工程。
團隊中的女將周潔冰表示，自己與鍾樹根在

市政局是同事，大家合作無間，並估計鍾樹根
的票源集中於「東區尾」的柴灣，自己則會主
攻「東區頭」的天后維園選票，加上各戰友地
區擁躉的支持，定能憑藉民建聯區議員陣勢搶
攻一席位。
親臨為團隊打氣的前東區區議會主席丁毓珠

讚揚鍾樹根團隊服務20年，政績表現有目共
睹，勉勵他們是時候「升級」，把市民的聲音
從地區帶入議會。
已報名參加香港島地區直選的還有新民黨葉

劉淑儀名單；自由黨劉健儀名單；民主黨單仲
偕名單；人民力量劉嘉鴻名單；報稱獨立的勞
永樂、許清安及吳榮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二

十年風雨同路，係時候重新起步！」

鍾樹根等港島區7位民建聯區議員組

成團隊以「服務港島，我 最強」

的口號，於昨日報名出戰9月立法會

香港島地區直選。鍾樹根表示，對

民建聯首度在港島分拆兩隊出戰充

滿信心，強調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

成主攻中西區及南區票源，他們的

團隊則會穩守東區及灣仔票源，力

求爭取3萬票為民建聯開拓多一席，

與「阿曾」雙雙凱旋而歸。

民建聯港島第二隊報名 盼與曾鈺成齊進立會

黃定光進出口界爭連任 新生代何俊賢漁農求變

今日是首屆中學文憑試放榜日，各應屆考
生在成績公布前都處於非常緊張的情緒之
中。參加立法會新界西直選的民建聯區議員
陳 鑌（阿Ben）及其團隊，於昨日傍晚在荃
灣鬧市設立「放榜學生加氣站」，為應屆考生
及家長提供簡單的升學諮詢服務。阿Ben坦
言，香港的大學學位「僧多粥少」，當局應針

對目前不少香港學生考慮到內地升學及發展，為
他們提供資助，銜接到內地升讀大學，並協助香
港副學位畢業生日後可選擇到內地繼續升學。
阿Ben形容，中學文憑試考生多達7萬多名，但

其中卻只有1.5萬人可獲取入讀資助大學學位，僧
多粥少，「不少考生在放榜前已經未雨綢繆，報

讀多間學校的副學位課程」，並建議當局全面提升香港學生
學術水平，增加公私營大學資助學位名額，提升大學入讀
率，讓更多年輕人可以繼續升學，並應提升副學位課程的
質素及認受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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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今年會派員出選3
個傳統功能界別選舉。除了競逐連任進出口界的黃定光
外，漁農界的新星何俊賢昨日亦報名參選。黃定光在報
名時表示，他會全力協助香港發展多元經濟，讓政府有
更多的「彈藥」去實踐改善民生的措施。何俊賢就期
望，自己希望透過參選，打破外間認為香港漁農業「已
經式微」的觀念，帶出行業朝氣蓬勃的訊息。
民建聯中委會於前晚通過參加今年立法會選舉功能界

別的3人名單，包括爭取連任區議會(一)界別的民建聯立
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競逐進出口界連任的黃定光，
及接過原議員黃容根參選漁農界的民建聯新生代何俊
賢。在昨日提問期第二天，黃定光和何俊賢正式報名參
選。

黃獲17商會撐競逐連任
黃定光昨日在數十位進出口界代表陪同下報名。他

說，自己任進出口界議員已經8年，慨嘆目前的立法會
不斷糾纏在無謂爭拗上，而自己在業內17個商會的支持
下，決定競逐連任，希望盡力令議會重歸理性的軌道，
而自己一旦當選，未來會繼續為業界爭取權益，為香港
經濟進一步發展努力打拚，並會爭取在香港傳統的4大
支柱產業，及6項優勢產業外，發展更多元的經濟。
他笑說：「立法會已經有很多使錢的議員，但懂得搵

錢的議員就很少。其實，政府要有充裕的財政資源，才
能改善各種各類的民生問題，我一旦成功連任，就會與

特區政府鼎力合作，協助香港開拓多元化經濟模式，創
造更多就業機會。『凡事輸血，不如造血』！」
在2011年初獲邀加入民建聯的新生代何俊賢昨日則在

近百名漁農界代表陪同下，報名參加今年的漁農界選
舉。他說，自己的外公是一名漁民，父母亦曾從事漁農
業，令他自小就對行業有一定的認識。雖然父母近年已
經「上岸」從事回收行業，但其他親戚仍然留守漁農
界；自己雖沒有從政的經驗，但過去曾參與政府的諮詢
委員會，對議會和政府的運作並非完全陌生，故在業界
和黃容根推薦下決定參與今年的立法會選舉。

何盼改變漁農式微誤解
何俊賢在是次選舉中以「變身」為競選口號。他解

釋，香港的漁農業正在轉型，除傳統的運作外，也逐漸
注入了不少的創新理念，故業界在特首選舉時，全力支
持以「穩中求變」為競選口號的梁振英，就是希望可以
改變一直以來不少人以為漁農界已經屬於香港的式微行
業的觀念。

已獲逾90多名業界選民支持
目前，他已經爭取到超過90多名業界選民的支持，並

投入9成時間為業界服務，做好一切準備，並承諾自己
一旦當選，必定會向特區政府反映業界的意見，爭取應
有的權益，並協助業界從個體化轉型為企業化，以改善
業界經營環境。

新社聯通過支持7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新

界社團聯會昨日舉行理事會會
議，會上通過了支持7隊已公布參
加今年立法會選舉的名單。在新
界西選區，包括了由新社聯會長
梁志祥率領的參選團隊，該會名
譽顧問譚耀宗的參選團隊，及副
理事長陳 鑌率領的團隊。
在新界東選區，新社聯通過支

持由該會副理事長陳克勤率領的
參選團隊，特邀理事葛珮帆率領
的團隊。在功能界別方面，他們
通過支持該會名譽顧問劉江華參
加超級區議會選舉，及支持常務
理事何俊賢參加漁農界。

司馬文爭出選
公民黨拖字訣

今年立法會選舉「超級區議會」議席「肥豬肉」在
前，一直利字當頭的公民黨再度「鬼打鬼」，昔日被視
為港島區重要樁腳的公民黨南區區議員司馬文，為參
與超選而盡地一煲，放棄其荷蘭國籍，但由於黨內大
佬已和其他反對派政團「傾掂數」，於是迫對方棄選。
司馬文隨即反擊，稱會考慮退黨出戰港島直選以示不
滿，令公民黨在該區參選的「雙陳」部署勢受影響。

就此，公民黨使出疑為拖延戰術，黨內各大佬昨日均稱，
考慮到司馬文有意參選「超級議席」，他們已聯絡各公民黨
區議員，以爭取黨內黨外，尤其是已表明會支持該黨的新
民主同盟的提名。
公民黨區議員、原籍荷蘭的司馬文為求符合今年立法會

超選的參選資格，於早前「背棄祖國」，放棄其荷蘭籍並取
得中國籍，但公民黨近日突然出賣對方，公開稱會放棄參
與超選，更要求對方為港島的陳家洛及陳淑莊團隊「抬
轎」，司馬文隨即舉行記者會表示不滿，並正醞釀退黨，獨
自循港島區出選，令公民黨內震動，一眾大佬惟有急謀對
策安撫司馬文。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出口術稱，他

不希望司馬文在港島區出選，以免分薄公民黨港島名單的
票源，而事件目前仍在「操作中」，並預料可於下星期初明
朗化，並聲言公民黨6張名單「軍心一致」，會「迎難而
上，遇強越強」。
倘司馬文參與港島區直選，在公民黨內排第二出選港島

的陳淑莊隨時出局。她昨日在該黨舉行的港島區團隊選舉
啟動禮上，就大玩「告急牌」，稱目前選情非常艱鉅，並以
「拖字訣」安撫司馬文，指公民黨已知司馬文有意參加超
選，並一直為司馬文爭取足夠提名入場，目前正聯絡公民
黨黨內的區議員以至黨外提名，包括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
等，但「不清楚至今已爭取到多少提名」。
被問到公民黨是否「真心」全力支持司馬文參與超選

時，陳淑莊就支吾以對，只稱該黨尊重身為黨員、區議員
的司馬文的決定，「公民黨正在做應做的事」。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昨日在另一場合，被問及他會否

支持司馬文參選港島直選時就耍手擰頭，不肯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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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立法會選舉民建聯鍾樹根團隊名單
成員：鍾樹根、丁江浩、周潔冰、龔 祥、顏尊廉、李均

頤、鄭志成

參選政綱主要內容：「用心聆聽 致力改善 共建美好港島區」

■監察港島區長遠規劃，改善地區設施

．全力爭取港島北海濱長廊，關注中環灣仔繞道工程對居
民的影響。

．爭取延長(炮台山地鐵站上蓋)英皇道至北角半山的行人
扶手電梯，方便學童及居民上落。

．要求盡快興建小西灣中西醫醫療診所，監察維多利亞公
園游池重整工程。

■進一步推動本土經濟發展

．優化特色街道環境及管理，活化地區：關注柴灣 工業
大廈重建問題，建議興建筲箕灣魚市場及海鮮食肆。

．活化區內工廠大廈，發展具本土特色的商業活動。

■更便捷的運輸系統　

．要求港鐵延伸至小西灣，重組全港巴士路線。

■無障礙社區，改善社區環境，關注大廈管理及舊區重
建，環保綠化

■增設區內市政文娛設施，為居民提供法律知識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九東「鬼打鬼」梁家傑玩告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在昨日提名期

第二天，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宣布競逐九龍
東連任。梁家傑未開打先告急，稱自己成了建
制派的「頭號剷除對象」，連任選情嚴峻。不
過，有地區人士分析指，反對派的選情暗湧其
實來自「自己人打自己人」，因今年選舉最少
有6條反對派名單已報名或表明會出戰九東，
形成內訌搶票之局，「與建制派無尤」。
梁家傑和黨友譚文豪昨日在樂富地鐵站外宣

布競選連任，是該選區目前唯一沒有區議員的
名單。梁家傑未參選先告急，聲言今屆九龍東
將有9張名單爭5席，令他選情嚴峻，自己會盡
最大力度爭取街坊支持。而被問到社民連和
「人民力量」派員到九龍東參選會否威脅其連
任時，他就答非所問，多次聲言自己「被中聯
辦打壓」，並稱反對派倘未能保住關鍵少數的
24席，香港就會「肉隨砧板上」云。
民協黃大仙區議員許錦成昨日以一人名單報

名參與九龍東選舉。被問到對區內可能有6張
反對派名單混戰時，他稱6張名單不會分散票
源，反而可以擴闊反對派的「政治光譜」云。
另外，公民黨的毛孟靜及王德全，於昨日報

名參與立法會九龍西直選。

■民建聯鍾樹根團隊強調「服務港島，我 最強」，齊心出戰港島區地區直選立法會議席。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新界社團聯會通過支持由梁志祥、譚耀宗及陳 鑌的新界西參選團隊。圖

為3團隊日前舉行誓師大會時高歌激勵士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陳 鑌團隊為應屆文憑試考生打氣。

■何俊賢報名參選，盼改變外界以為漁農式微的誤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黃定光在業界代表陪同下報名參選，爭取在進出口界

連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