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會選戰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全港投劉華，地區投克勤；香港
唔想亂，支持民建聯！」今屆立
法會選舉全港合資格選民將史無
前例地擁有「一人兩票」
，分別挑
選出心儀的直選及「超級議員」
。
為此，民建聯超級區議會議席參
選人劉江華，昨日夥拍參與新界
東地區直選的陳克勤團隊舉行大
型宣傳活動。兩名主角以「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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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記
呼 新東投克勤
籲 兩明星師徒肩並肩 二人三足推介一人兩票

全港投劉華

三足」
，介紹今年選舉的「一人兩
票」安排。劉江華說，今屆選舉
選情激烈及風險大，懇請選民如
「二人三足」般，兩票綑綁支持民
建聯團隊。正式接棒領軍的陳克
勤強調，自己從政開始已經跟劉
江華「二人三足」，儘管前路艱
難，自己有信心、有勇氣在大家
的支持下「拚到底」
。

由 法會選舉首次採用「一人兩票」安
於新增的超級區議會議席，今年立

排：普遍選民可以在地區直選投1票，超級
區議會選舉投1票，而為讓選民清晰分辨，
當局決定採用不同顏色的選票，白色為超
級區議會的選票，藍色則為地區直選的選
票。不過，市民普遍對有關安排仍然不大
清晰。

逾百助選團 雲集百步梯
逾百名民建聯助選團及街坊老友，昨日
。
下午身穿團體服飾，雲集大埔綜合大樓百 ■民建聯舉行「一人兩票」宣傳活動，籲市民「一票投劉華、一票投克勤」
步梯，為「Superman」劉江華及陳克勤團 激動，還記得上屆新界東團隊在同一個地
隊壯聲勢，並向街坊介紹今年新增的「一 點誓師，當時他們出動「BB」攻勢，並由
人兩票」安排。他們齊心高呼宣傳口號： 他背負漁農界議員黃容根的孫兒跑上百步
「 白 票 投 劉 華 、 藍 票 投 克 勤 ， 民 建 聯 必 梯，象徵民建聯將陳克勤「由小湊大」
，今
勝！」兩名主角，劉江華及陳克勤並以 年陳克勤已經「大個仔」
，幾年的議會表現
「二人三足」的方式，聯同陳克勤團隊的劉 出色，並首次帶隊出選，期望大家正如
國勳、藍偉良、胡健民、姚銘登場，並與 「二人三足」般，兩票綑綁支持民建聯隊
支持者打招呼，再配合播放民建聯主題曲 伍，「大家話白票劉江華、藍票陳克勤，
的《戰歌》
，氣勢如虹。
我就想再簡化些：『一票克勤、一票劉
緊記「白票劉華 藍票克勤」 華』，有大家我們就有信心」。
最後，逾百名民建聯助選團及街坊老友
陳克勤在活動上坦言，自己近日落區，很 合力拉開巨型宣傳海報，再次呼籲「地區
多市民都會問他：「點樣投票呀？」令他 一票投陳克勤、全港一票投劉江華」
，並由 ■劉江華及陳克勤團隊打頭陣，為全港市
非常擔心，每次都要花3分鐘到5分鐘逐個 劉江華及陳克勤團隊打頭陣，率領在場的 民展現「藍白票」投票示範。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解釋，強調投票其實好簡單，大家只要緊 朋友將手上的藍白票，貼上印有兩個模擬
記「白票劉華、藍票克勤」
。有市民笑問：
「乜有兩個歌星參選咩？」克勤仔就笑答：
「今屆確實有兩個『服務明星』參選，希望
大家支持陳克勤、支持劉江華、支持民建
聯，香港要贏，就要有議員堅持為民生、
改變為公平！」他又指，自從政開始，自
己已經和劉江華「二人三足」
，「拍住」10
幾個年頭，正如自己早前報名時提到，今
日正式邁向人生第3條的艱難道路，尤其是
競選連任非常困難，很多友隊都報名參
選，但無論面對多複雜的政治環境及選舉
制度，只要有強大助選團及市民支持，他
都有信心有勇氣堅持走落去。
劉江華在發言時則形容，自己心情非常

票箱的大型紙板，為全港市民做個示範，
讓大家清晰投票。
已報名參加新界東直選的名單還包括：民
建聯葛珮帆團隊，工聯會葉偉明團隊，公民
力量及新世紀論壇合組的龐愛蘭名單，自由
黨田北俊名單，民主黨劉慧卿、黃成智、蔡
耀昌共3張名單，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名單，
公民黨湯家驊名單、「人民力量」陳志全名
單，工黨張超雄名單，及報稱無黨派的何民
傑、萊韻怡、梁安琪及方國珊。
已報名角逐超級議席的名單還包括：民
建聯李慧 團隊，工聯會陳婉嫻團隊，民
主黨何俊仁及涂謹申2張名單，及報稱獨立
的白韻 。

選舉事務處接110提名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選舉提名期將於周二（7月31日）結
束。
昨日，立法會選舉的5個地方選區和

29個功能界別的選舉主任再接獲兩份提
名表格，分別來自新界東地區直選及旅
遊界。至今，選舉事務處共接獲110份
提名表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唔想亂 支持民建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政治爭
拗不斷，原來的獅子山奮鬥精神被指已逐漸
褪色。已報名參選「超級區義會」議席的民
建聯參選人劉江華（劉華），把握社會民心
脈搏，明白到港人討厭議會歪風、反對暴力
行為，決定以「香港要贏」為參選口號，引
起了不少市民的共鳴。

陳家洛陳淑莊避談司馬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
黨疑因與民主黨民密室交易，否決支持
該黨南區區議員司馬文參加「超級區議
會」選舉。公民黨港島區參選團隊的陳
家洛和陳淑莊對事件三緘其口，被問到
司馬文一事時只重複公民黨日前的新聞
稿內容。

陳家洛昨日「人肉錄音機」上身，重
複稱司馬文至今仍然是公民黨黨員，希
望對方以大局為重，考慮清楚參選意
向，又說香港終究是自由社會，公民黨
不能阻止任何人參選，提醒支持者倘若
司馬文參選要考慮清楚選擇，希望他們
最終投票給公民黨「雙陳」
。

「共贏」引共鳴 夥計來獻計

被問到宣傳口號「贏盡支持」時，劉華笑
言，選舉是一個好的創作機會，每個選舉都
有不同特色，絕對不可以採取舊時的宣傳做
法，既要符合超級議題，又要符合社會氣
劉江華揮毫 「贏卡」贈街坊
氛，在構思時針對考慮：「究竟市民想點？」
在昨日出席「一人兩票」宣傳活動後，劉 答案就是香港要贏，為此決定以此為宣傳主
華馬不停蹄地「坐街站」，親自以毛筆撰寫 軸，又透露自己前晚宣傳後到餐廳吃飯時，
「贏卡」贈送予港人，吸引大批市民圍觀， 有夥計更向他們提出個人創作的選舉口號，
並表達了他們盼望今後健康及經濟「雙贏」 「香港唔想亂，支持民建聯」
，正說明社會要
的心聲。
贏的呼聲。
劉華自報名參選「超級議員」以來，日日
料黨派變陣 退選屬暫時
做到不停手，不斷走遍整個新界，包括荃
另外，被問及多名反對派候選人接連「退
灣、元朗、屯門、沙田、大埔等，期望在有
限時間多聽多走，「超級區域好大，選情確 選」時，劉華坦言，過往「退選潮」是少有
實好艱辛，參選後要走遍新界，我昨日（7 的，相信可能因為「超級議席」，各黨各派
月27日）早上7時在大埔、下午到荃灣、晚 作出不同估算後決定變陣，「我都感到好奇
上再到元朗接『夜客』，我們連屋 都有擺 怪，今屆特色是退選不是參選，但隨 報名
街站，午夜12時睡覺早上6時又要起床再 期結束，選情白熱化，退選潮只是好短暫的
■劉江華以毛筆書寫「贏卡」贈港人，寓
現象」，但強調民建聯早有選舉部署，並會
做，唯有爭取時間在車上小睡養足精神」
。
意與港人共同努力拚搏。
就近期多個有關選舉的民意調查結果均有 按原有計劃進行，又相信未來的選舉工程將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不同，他坦言，民調定有升有落，不能夠代 會更激烈。

葉劉批反對派搞僵社會氣氛
希望天公繼續支持我們！」
葉劉淑儀表示，今屆港島選情複雜，危
機四伏，尤其是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及可能
參選的公民黨南區區議員司馬文，跟她的
票源部分重疊，更可能會吸走她部分「外
籍票」
，加上建制陣營在選舉中難以協調，
故自己必須更加努力爭取選民支持，特別
會搶攻中產及年青選票，並坦言：「例如
公共屋 不是我主打選區，因為我向來沒
有那麼多資源及樁腳投放於基層服務，但
當然我也會去握手、派單張。」

張超雄造勢 湯家驊踩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所謂 張超雄昨日在造勢大會上否認自己會
「多隻香爐多隻鬼」
，今屆立法會新界東 「 走」公民黨的選票，稱在比例代表
歷史性增至9席，反對派各個政黨全力派 制選舉中，無「自己人打自己人」，並
員搶位：公民黨湯家驊與轉投工黨的前 稱自己是次以工黨參選，「為民生、為
黨員張超雄昨日分別在大埔舉行造勢大 打工仔、為弱勢群體」的旗幟會更加清
會，其間湯家驊團隊在大埔巡區宣傳， 晰。
在同日舉行造勢大會的湯家驊，會後
不知有心或無意，其首站正是張超雄造
在大埔巡迴宣傳，其間途經張超雄造勢
勢的大明里廣場。
張超雄在上屆打正公民黨旗號參選失 地點，主動上前握手示好，並稱大家都
，即使「打對台」也絕無問
敗，即被公民黨拋棄，更被放逐邊疆， 是「民主派」
遂於翌年正式宣布退黨，並在今年轉投 題，不擔心選情會受影響。他專程到張
，並主動趨前
工黨懷抱，並放棄「傷心地」新西轉為 超雄造勢大會處「打招呼」
。
空降新界東，與前黨友湯家驊打對台。 與對方握手示好「搶鏡」

表支持度，最重要是自己努力為民「搏
殺」
，而非單單跟 民意走。

批凸顯「兩制」矛盾 圖分化港人

■葉劉淑儀團隊昨日乘花車巡遊港島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參選立
法會港島直選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團
隊，昨日動員逾百名青年義工，舉行港島
花車巡遊及走訪街站與市民握手交流。葉
劉淑儀表示，今屆香港島選舉變數多，其
中反對派大打政治議題令社會氣氛緊張，
令選情危機四伏，她的團隊會堅持以「講
真話，做實事」的態度，爭取港島選民支
持她與隊友黃楚峰及謝子祺，一起將市民
的聲音帶入議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花車巡港島 逾百青年撐場
葉劉淑儀團隊花車昨日由灣仔金紫荊廣
場出發，期間穿梭銅鑼灣、香港仔、薄扶
林及小西灣等地區，大批年青義工撐場大
嗌口號，聲勢強勁，又於不同街站下車派
發單張及與市民交流，市民反應友善。葉
劉淑儀在起步禮上笑指，以往曾舉行花車
巡遊，烈日當空「曬得半死」
，幸昨日天公
造美：「雨剛好收了，太陽也不太猛烈，

她又批評，反對派在選舉中主打政治議
題，凸顯「兩制」之間的矛盾，試圖以核
心價值及國民教育等議題分化港人，但她
的團隊會堅持「講真話，做實事」的宗
旨：「新民黨不會只手握一個議題，用誇
張煽情的手法做選舉工程。我們做事講原
則，講理據，一定會本 這宗旨打好這場
仗，把選票最大化，新民黨議席最大化。」
已報名參選港島的參選名單，還包括民
建聯曾鈺成名單，民建聯鍾樹根團隊，工
聯會王國興團隊，民主黨單仲偕名單，公
民黨陳家洛名單，「人民力量」劉嘉鴻名
單、社民連吳文遠及報稱獨立的許清安、
勞永樂、吳榮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