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國興昨日率領團隊成員潘佩璆及3位
年輕人朱天樂、何毅淦及陳智 ，在

一眾支持者撐場下舉行Facebook競選專頁啟
動儀式。團隊共開設兩個專頁，一個主要臚
列團隊參選政綱，並由團隊成員講解政策理
念，突顯他們為基層市民發聲的決心，另一
專頁包含不少「興粉小組」自製的短片，以
諷刺時弊方式，道出港人心聲。

潘佩璆論通脹置業難
團隊成員潘佩璆為拍攝短片，不惜白髮染

黑髮扮演股壇評論員「Dr.潘」，主持「Dr.潘
─香港視野」，論盡香港通脹及小市民置業
無望之苦，呼籲市民支持工聯會團隊，令他

們在議會監察政府盡快增建公屋及居屋等訴
求。
另一短片由團隊中的生力軍陳智 及朱天

樂親自主演，以孖寶兄弟結合「差利卓別靈」
的默片形式，帶出工聯會自06年爭取侍產假
的訴求，期望香港社會盡快就此立法，令公
務員及大機構以外的所有新任爸爸，同時受
惠。
http://www.facebook.com/wongkh2012或

http://www.facebook.com/wongkh2012team登
錄瀏覽，競選預告會不時更新團隊競選消
息，希望大家給他們一個「like」，在9月9日
投他們信任一票。
王國興在會上感謝一班義工精心製作專

業，期望當中的資訊及短片能喚起各界關注
民生議題，尤其是透過網上渠道加強宣傳，
吸引年青一代關心立法會選舉，支持他繼續
在議事堂為基層打工仔發聲，維護合理權
益，讓普羅市民活得有尊嚴。潘佩璆亦指，
工聯會是服務社會的勞工團隊，參選的唯一
目的就是要撐勞工，為基層，支持香港發
展，深信「有穩定的社會，才有穩定的飯
碗」。

喚起各界關注民生議題

距離選舉日不足一個月，王國興形容團隊
選情嚴峻，民調顯示其支持度有高有低，甚
至徘徊落選邊緣，故沒有樂觀的基礎，必須
全力以赴爭取每一票。他坦言，工聯會以往
「抬轎」協助友好政團參選，今次首度單獨
旗幟出戰港島，擔心選民有慣性投票；加上
新屆選舉新推「一人兩票」，但政府宣傳不
足，選民可能誤會在一張選票剔兩張名單，
故近期落區已加緊提醒港島支持者，在藍色
選票投9號一票。

九龍西是今屆立法會選舉中唯一沒有增加議席的地

方選區，選情被指相對明朗，今屆9張名單參選，但最

後一席被視為反對派「鬼打鬼」之爭。參選的9張名單

昨日在出席電台舉辦的選舉論壇，在互相質詢環節火

花四濺，「聲疊聲」不時出現。其間，民主黨黃碧雲

及民協譚國僑「一唱一和」，批評「人民力量」不顧

「民主大局」，「人民力量」候選人黃毓民則反駁稱：

「你 （民協）都話唔係盟友，仲講 咁 ，真係好笑；

你公開同我割 席，唔係盟友啊，無恥！」

黃毓民轟譚國僑割席無恥

在昨日電台舉行的九龍西選舉論壇互相質詢環節上，對

2011年區選時遭「人民力量」狙擊耿耿於懷的黃碧雲見抽

中「命運相同」的譚國僑，即假意詢問：「（民協前主席）

馮檢基去年區選後話『人民力量』永遠不是我們的盟友，如

今關係如何？」，譚國僑見有得發揮，當然「義正辭嚴」地

指，即使推動民主的策略不同，也不應傷害「爭取民主的

心」，又要求「人民力量」以大局為重，維持反對派的關鍵

24票云。話音未落，黃毓民已發怒插嘴，斥對方「無恥」。

在回應候選人黃逸旭的質詢時，黃毓民再炮轟黃碧雲：

「黃碧雲話佢1986年開始參與推動民主，是在場資歷最深

的，小弟70年代已參與第一代保釣，佢咁講是最民主黨式

的霸道、囂張！」他並稱，所謂「關鍵否決權」自民協、

民主黨支持2010年政改方案時便已不存在：「保住24席？

民主黨、民協已放棄這個否決權，唔好再欺騙選民！」
在論壇舉行期間，反對派繼續藉國民教育為題發揮，企

圖煽動社會情緒。當民建聯蔣麗芸問及獨立候選人黃以謙
對遊行及罷課的看法後，其後質詢的黃毓民就斷章取義，
批評蔣麗芸「鬧年輕人」是「無恥」，但又不給蔣麗芸回
應，只不斷「以聲大壓人」，重複狂罵。蔣麗芸強調，自己
是在反映家長對罷課的意見，質疑黃毓民進行人身攻擊。

毛孟靜扭曲蔣麗芸議題
公民黨毛孟靜也吃黃毓民口水尾，扭曲蔣麗芸的問題，

並質問梁美芬是否同意。梁美芬直言，全世界很多國家都
有國民教育，這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如何做的問題：
「最重要係教師是否READY，教師質素、教材、學校與家
長是否有共識，如果學校有疑慮，可以緩一緩，如果準備
好的學校自願搞，我亦不會反對。」
九西參選人還包括林依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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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選戰競逐

王國興fb開專頁籲投9號
「興粉」義工「仁心」製作 日以繼夜關注基層

鬼打鬼 鴿黨民協合唱彈「人力」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聯會立法會港島候選人王國興團隊昨舉

行Facebook競選專頁啟動禮，專頁由義工團隊「興粉小組」製作，打正「王

道．仁心」旗號，透過上載競選資訊、政綱及輕鬆幽默的短片等，表達出團

隊對受薪階層、打工一族、小本經營者的關注，力爭選民在「9月9日投9

號」，支持王國興重返議會，繼續「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為基層民生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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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麗芸(右)、黃毓民參加商台競選論壇節

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王國興團隊舉行Facebook競選專頁啟動禮，專頁包括競選資訊、政綱及輕鬆幽默的短片

等，表達出團隊對基層民生的關注，呼籲選民「9月9日投9號」。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楊 蘭州報道）「2012中國．
蘭州牛肉拉麵節」日前在蘭州開幕。本次節會準備了多
項精彩活動，百人拉麵表演、蘭州牛肉拉麵技能大賽等
精彩節目輪番上演。蘭州牛肉拉麵協會會長馬利民表
示，希望能與香港的美食機構合作，讓香港市民也品嚐
到地道的蘭州牛肉拉麵。
據了解，本次節會由中國國際商會、中國烹飪協會、

蘭州市人民政府、甘肅省商務廳聯合主辦，蘭州市商務
局、蘭州市城關區政府承辦，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咸
輝，中國烹飪協會常務副會長馮恩援，中國國際商會副
秘書長熊訓林，蘭州市委副書記、市長袁占亭等近百位
嘉賓以及十多家甘肅省外拉麵企業代表和蘭州市拉麵協
會負責人出席開幕式。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咸輝宣佈
「2012中國．蘭州牛肉拉麵節」開幕。中國烹飪協會常
務副會長馮恩援，蘭州市委副書記、市長袁占亭共同為
「中國牛肉拉麵之鄉」揭牌。

蘭州牛肉拉麵協會會長馬利民表示，蘭州牛肉拉麵早
在1999年就被國家有關部門確定為中式三大快餐推廣品種之一，
不但在全國各地「安家」，而且漂洋過海「落戶」國外。甘肅省
還通過推出小額擔保貸款扶持政策，建立首家蘭州牛肉拉麵專項
職業技術學校，助推蘭州牛肉拉麵行業向職業化、專業化、產業
化方向發展。「我們企盼有機會與香港的美食機構合作，在香港
開設蘭州牛肉麵示範店，使香港市民品嚐到不同於南方麵食的地
道北方麵食。」

中埃經合項目起步順利

內地最大民企旅遊項目開業

莞松山湖高新區推新政引資

第六屆中國品牌節開幕

橫琴三年引資逾1200億
牛敬表示，加強粵港澳合作，促進

澳門多元化發展是國家交給橫琴
的重要使命。兩年多來，橫琴與港澳
開展了金融合作，產業合作，還探索
交通、制度等方面的對接。

6個粵港澳重大項目順利推進
目前6個粵港澳重大項目正順利推

進，投資總額超過460億元，包括橫琴
島澳門大學新校區、粵澳合作中醫藥科
技產業園、麗新星藝文創天地項目等。
其中，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項目建

築全部封頂已逾2個月，現正在機電安
裝、裝修施工、跨海隧道結構施工，
按計劃年底建成並投入使用。另外，
作為粵澳合作啟動項目的粵澳合作中
醫藥科技產業園總佔地約50萬平方米，
目前已完成產業園場地吹填工作面向
全球招聘的總經理確定10月份到崗，產
業規劃報告已遞交澳門、珠海雙方政
府徵求意見，同時已面向全球徵集園

區總體規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5月視察

珠海時，橫琴新區黨委書記劉佳曾向
其申請將橫琴新區打造成為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的重要基地，希望國家能給
予橫琴支持，先行先試。牛敬表示，
相關的優惠政策暫時還未獲得批覆，
但此事推進情況較為順利，整體形勢

很好。現在橫琴正 手籌備香港招商
相關事宜，目前在積極籌備和聯繫
中，具體時間表暫未確定。
橫琴新區公共建設局副局長吳普生

介紹，目前廣珠城際鐵路延長線橫琴
段項目已完成立項工作，涉及項目規
劃用地、建設時序、技術銜接等問題
正在積極協調，計劃年底動工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廣珍、歐曉紅 珠海報道）橫

琴開發正按照「一年有變

化、兩年見成效、三年大變

化」的時間表穩步推進。橫

琴新區日前舉行「三年大變

化」的新聞發佈會。橫琴新

區管委會主任牛敬表示，從

橫琴新區正式掛牌成立至

今，在不到三年的時間，橫

琴共吸引投資超過1,200億元

（人民幣，下同），引進23個

重點項目，其中重大項目建

設成效顯著，目前市政交通

設施建設取得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實習記者

王微妹 北京報道）由品牌中國產業聯盟、
中國國際商會主辦的第六屆中國品牌節日
前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海爾、茅台、
中移動等25個品牌獲頒2012品牌中國華譜
獎。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
在開幕式上表示，中國市場對知名品牌的
巨大需求將成為驅動中國自主品牌轉型的
原動力。
顧秀蓮指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趨

勢下，中國企業面臨 區域挑戰，擁有知
名品牌的數量及品牌含金量已成為一個企
業、地區和國家經濟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
之一。
她強調，從最初將企業發展目標定為做

大做強，到如今為企業造品牌，隨 中國
企業家開始以全球視野參與發展，企業
行情的坐標正在逐步修正。優化品牌結
構、提升品牌國際競爭力，為品牌發展
營造健康的環境，是驅動中國經濟更長

期、更高水平、高好質量發展的重要手
段之一。

華譜獎揭曉海爾百度等獲獎
2012品牌中國華譜獎亦同日揭曉，該獎

每年評選1次，授予中國企業中自主創新和
自主品牌的優秀代表。海爾、百度、茅台
集團、鳳凰衛視、招商銀行、中國移動、
中國海油等25個品牌獲獎。
此外，作為第六屆中國品牌節的重要活

動，第十四屆品牌中國高峰論壇同期舉
辦，該論壇已成為業內最具影響力和權威
性的品牌專業論壇。
品牌中國產業聯盟秘書長王永表示，中

國品牌節已成功舉辦五屆，是中國目前規
格最高、影響最大的年度品牌盛會。本屆
品牌節還將舉辦高峰論壇以及多平行分論
壇、頒獎典禮、電視頒獎晚會、品牌之
旅、品牌特訓營、煮酒論英雄等系列活
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記者日前從天津市商
務委獲悉，中國政府批准的國家級境外項目——埃及蘇伊士經
貿合作區1.34平方公里起步區已基本建成，入區企業38家，吸引
合同投資5.07億美元，累計實現產值1.5億美元，帶動中國設備出
口3,423.1萬美元。
蘇伊士經貿合作區位於埃及蘇伊士灣西北經濟區，規劃面積

10平方公里，功能佈局包括紡織服裝產業區、石油裝備產業
區、高低壓電器產業園區、新型建材產業區中小企業孵化園和
商務配套區。該區計劃吸引中資企業80至100家，引資20億美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靖宇 長春報道）由萬達集團、泛海
集團、一方集團、億利資源、聯想控股、用友集團六家民營企
業，共同出資打造的國際度假項目長白山國際度假區（一期）近
日開業，該項目是我國支持民間資本全方位投資旅遊業措施公佈
後最大一筆投資。
據了解，長白山國際度假區位於吉林省撫松縣境內，總佔地21

平方公里，距天池20公里。一期開業的項目包括威斯汀酒店、喜
來登酒店、假日酒店等四個酒店，以及旅遊小鎮、文化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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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蕾

肖郎平、實習記者 陳淑英 東

莞報道）東莞松山湖高科技產
業園區近日頒布一系列新政
策，通過「揚帆啟航計劃」、
「梧桐計劃」等增強園區對高
科技企業的吸引力。

最高年度資助可獲1500萬
該「1+3+1」政策體系重點

聚焦高端電子信息、生物技術
和現代服務業三大產業，扶持
中小微企業，以鼓勵企業創新
活動直接服務於經濟增長，大
力引進高端人才。
根據「揚帆啟航計劃」，成

功培育一家上市公司，獎勵最
高可達500萬元；入選中小微
企業，最高可獲1,500萬元年度
資助；對擁有國際領先技術、
科技創新優勢明顯、發展前景
廣闊的楊帆企業，資助最高可
達1,000萬元。
同時，松山湖高新區每年從

稅收中拿出10%的比例，設立
松山湖人才發展專項資金，獎
勵高級創業型、從業型人才，
六類目標對象包括兩院院士、
國家行業領軍人才、國家有突
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海外高層
次人才等。博士在松山湖工作
滿3年，可獲20萬元補貼。

■橫琴開發

在不到三年

的時間，共

吸引投資超

過1200億元

人民幣。圖

為橫琴新區

三年大變化

媒 體 通 報

會。

■蘭州牛肉

拉 麵 節 開

幕，會長冀

牛肉麵端上

港人餐桌。

圖為開幕式

現場。

李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