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最近多場選舉論壇
上，反對派候選人都將討論重點擺在政治議題上，鮮
見注重民生經濟事宜。而據港大民研最新民調顯示，
選民在考慮投票時，89%表示重視候選人的民生政
策，重視經濟政策的有75%，政治排第三，有64%受訪

選民表示會重視。

經濟政策政治次之
港大民研在本月16至20日訪問了1786名登記選民，

調查他們在考慮如何投票時，對候選人的民生政策、

經濟政策、政治訴求、議會資歷、與中央政府關係和
知名度的重視程度。結果顯示，最多選民重視候選人
民生政策，有89%選民會重視，其次是經濟政策，75%
選民會重視。其餘依次是政治訴求、議會資歷、與中
央政府關係和知名度，分別有64%、45%、38%、33%

選民表示考慮投票時會重視。

選擇較4年前有改變
對比2008年立法會選舉期間的同一個調查，選民較4

年前更重視候選人的政治訴求、民生政策和知名度，
表示重視的選民比上屆多了4個人百分點、2個人百分
點和1個人百分點；相比之下，對候選人與中央政府關
係、議會資歷和經濟政策的重視程度就有下降，表示
重視的選民較4年前減少10個人百分點、5個人百分
點、2個人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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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倡新東北發展香港綠洲

梁美芬廉署投訴林依麗 梁志祥拍劉江華 八鄉商發展

89%選民最重視民生政綱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於新界西地區直選採取「兵分三

路」策略，力爭全取3席。面對外界近日謠傳指民建聯於新西選區「棄」主

力葵青及荃灣區的陳 鑌而「保」梁志祥，主席譚耀宗以行動闢謠，昨日

親身到荃灣為陳 鑌打氣，更以一身廚師打扮，與陳 鑌即場炮製「三席

入局湯」，強調民建聯全力將陳 鑌送入立法會。被問到會否有「棄保」打

算，譚耀宗回應時強調：「無咁 打算」。

「譚總廚」落力保陳 鑌入立會
街頭炮製「三席入局湯」粉碎「棄陳保梁」謠傳

早前以飛機師造型現身屯門造勢大會的
譚耀宗，今次就以廚師造型，與陳 鑌上
演街頭短劇。「譚總廚」將「票似雲來」
牌匾贈予陳 鑌，期望接過牌匾的「陳師
傅」發揚「民記總店」精神。譚耀宗又讚
道：「年輕、有經驗，陳 鑌師傅主理的
分店，一定得大家（選民）支持。」更說
「3席無問題，努力就得。」

撥「鐵票扇」寓意全力護航
適逢「民記小廚」分店開張，由總店到

來的「譚總廚」，與陳 鑌即席炮製名菜
「三席入局湯」，兩人分別將「汗水」、「力
撐」、「鐵腳」、「鐵膽」、「力保」、「事
實」、「闢謠（薑）」，加入大煲中，又以
「鐵票扇」撥火，寓意民建聯全力將陳 鑌
送入立法會。除了「三席入局湯」外，
「民記小廚」還有多款菜色，滿足選民需
要，包括住屋雙苑（公屋、居屋屋苑）、路
路三通（港珠澳大橋、屯荃鐵路、無障通
道），及青年四業（學業、就業、創業、置
業）等，象徵民建聯全力推動多項利港利

民的民生政策。
活動完畢後，陳 鑌被問到近日選情時

說：「盡力爭取每個選民支持，尤其以荃
灣及離島區為重，馬不停蹄，已走爛了一
對鞋。」他表示，每天由朝早5點多到晚上
11點都進行宣傳，而支持他的人來自不同
方面及階層，包括以往支持譚耀宗的街
坊，今次轉而支持「後生仔」，同時亦有對
議會失望的人表示希望「新人」入局。

不假設對手不過早評估選情
陳 鑌不評估誰是區內主要對手：「不

會假設誰是對手，全力爭取3席。」對近日
民調結果顯示，作為新人的他支持度暫時
較低，陳 鑌回應說：「選舉論壇未播
出，過早評估選情並非好事。」又指民調
起伏「高不驕傲，低不氣餒，只是一個參
考」。
譚耀宗亦否認民建聯有打算「棄保」，他

說：「雖然兩名新人（陳 鑌及梁志祥）
在民調暫時比較落後少少，但睇到個勢係
上緊，相信未來十幾日，要再努力一 。」

他解釋指，要令選民明白民建聯為何要分
配選票，需要再多宣傳，再向大眾解釋，
而其中一個向選民解釋的原因是：「新界
西幅員廣闊、人口眾多，我 （民建聯）
想將服務做得好 、深入 ，如果3位都入
到去（立法會），咁肯定民建聯的工作會比
以前做得更深入、更細緻、更好。」譚耀
宗又認為如果選票經分隊後分配得好，是
有條件、有機會取得3席。
新界西地區直選候選人還包括麥美娟，

陳樹英，陳偉業，麥業成，田北辰，曾健
成，郭家麒，何君堯，陳一華，梁耀忠，
陳強，李永達，李卓人名單。

民記小廚菜單
鎮店之寶：三席入局湯

住屋雙苑（公屋、居屋屋苑）

路路三通（港珠澳大橋、屯荃鐵路、無障通道）

青年四業（學業、就業、創業、置業）

金錢抗通掌（脹）

六大產業大發展

星期七日樂融融

八方活化本土經濟

九層塔果人向上流動

十全十美伊麵

秘製十一味炒飯

生活美滿點只十二款

贈送：生果柑（金）拼盆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資料來源：民建聯宣傳單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還有兩個
多星期便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各大政黨都
把握時間，深入選區，爭取選民支持。出選
「超級區議會議席」的民建聯副主席劉江
華，昨日就夥拍出戰新界西地區直選的民建
聯梁志祥，到訪元朗八鄉，探訪八鄉鄉事委
員會、八鄉上村村公所、上村蓮花地和橫台
山村村公所，並向村民拉票，承諾若當選立
法會議員，會合力爭取更多政策，配合元朗

區和鄉郊的迅速發展。陪同他們落鄉的鄉議
局副主席張學明直言，今屆立選並不存在民
建聯與鄉議局之間有任何不和的情況，鄉議
局主席劉皇發前日更簽署支持同意書，公開
支持劉江華和梁志祥的參選。

解釋一人兩票投票方法
劉江華、梁志祥以及民建聯張學明，身兼

梁志祥助選團隊成員的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

曾憲強，一同探望八鄉各村的鄉村父老，劉
江華向各位鄉親解釋今屆立法會選舉「一人
兩票」的投票方法，並表示關注新界區整體
發展規劃。
本身是元朗八鄉原居民的梁志祥呼籲八鄉

鄉民齊心協力，應對元朗區面對迅速發展帶
來的各種不同問題，包括港珠澳大橋等大型
工程，以及區內人口快速增長等。

張學明籲鄉民支持劉梁
張學明特地向村民推薦劉江華和梁志祥，

呼籲元朗區的選民、鄉議局和鄉事派全力支
持兩人出選立法會，壯大民建聯、鄉議局的
力量，在新一屆立法會內形成合力，推動成
立專責小組專注於解決新界區的發展和鄉郊
事務。
對於坊間種種有關今次立法會選舉的傳

聞，張學明強調，根本不存在民建聯與鄉議
局之間出現任何尷尬、不協調、不和的問
題。他說，事實上，大家為了爭取建制派更
多議席，同意派出更多、更年輕、更強和更
有能力的人出選。張學明指鄉議局主席劉皇
發前日更簽署支持同意書，公開支持劉江華
和梁志祥的參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被主流反對派邊緣化的民協，其
「超級區議會」候選人馮檢基為
求「突圍」，就算近期民望提
升，卻仍然不斷打告急牌，昨日
就暗指從未獲得在港島區擁有最
多鐵票的公民黨為他拉票，亦得
不到工黨支持。
對不獲兩黨支持，馮檢基只

稱，「我不想要求公民黨支持，
因為一旦打正旗號，就好似同民
主黨打對台，民協考慮過以上問
題，盡量不想做些敏感的行為出
來」，又指民主黨、建制派本身
擁有一定實力，民協在這方面較
弱，現正努力爭取非民主黨的反
對派支持者選票，又指自己的政
治立場及服務方針與劉千石相
似，預計可以爭取大部分劉千石
票源云。馮檢基續指，正跟部分
非民主黨的反對派成員商量，希
望他們以個人名義支持，預計下
周會向外公布。

莫
乃
光
認
反
對
派

拒
交
代
﹁
大
金
主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報稱「無政治聯繫」的立法會資訊
科技界候選人莫乃光，多年來與公
民黨關係密切，同被視為肆意濫用
法治的激進派。眼見醜聞持續發
酵，為求打破敗選宿命，莫乃光昨
日在選舉論壇終於開腔承認是反對
派，但指公共專業聯盟並非政黨，
務求技術性取巧隱瞞公民黨「影子
成員」的真身。被問到冒充公司董
事涉作虛假陳述，以至幕後是否有
「大金主」，令人擔心「黑金政治」
再現，莫乃光拒絕正面清楚交代，
揚言就選舉官司落敗的千萬賠償，
全部是自己出錢，更無外界所指的
「被解僱」，反指言論抹黑。

稱譚偉豪申報利益不清
譚偉豪與莫乃光昨日出席電台選

舉論壇，討論資訊科技界的未來發
展。不過，「周身蟻」的莫乃光漠
視業界關注的發展議題，不斷提出
「挑釁式提問」，揚言譚偉豪是「棄
權議員」，在過去兩年的過半議案
投下棄權票，質疑他不懂得投票機
制；為求「拉譚偉豪落水」，莫乃
光聲稱，譚偉豪未有清楚申報「當
選利益申報」，立法會網頁仍然標
示「資料正在整理」，懷疑他刻意
隱瞞政治捐獻。
譚偉豪反駁時說，相關言論是

「含血噴人、強詞奪理」，更狠批莫
乃光是不看民意的死硬派。他強
調，業界代表最重要是做實事，代
表業界為民生議題表態，當中棄權
意向等同溫和反對的「藝術」，
「莫乃光確實完全不理解議會運
作，質詢只是議會的最後手段，如

果問題能夠及早解決，根本毋須等
到提出質詢；就申報問題，當選後
已經將所有資料呈交選舉事務處，
再無接受任何政治捐獻，否則廉政
公署定會徹查到底！」

輸千萬訟費疑受黑金操縱
有業界質疑莫乃光的「政治聯

繫」，加上莫乃光選舉上訴落敗，
又被公司解僱，需要肩負千萬賠償
費用，令人擔心背後涉及「霸權黑
金」操控。但莫乃光卻敷衍回應，
揚言官司證明選舉開支有漏洞，讓
有意參選的人在選舉前亂灑金錢宣
傳造勢；但自己所有費用全由自己
出錢負責，解僱更是絕無此事。
再被追問「金主」時，莫乃光辯

指，「參選與公共專業聯盟無關，
邊個人以甚麼政治聯繫參選，是他
個人的自由，大家硬是將他人套在
我身上有欠公道。公共專業聯盟不
是政黨，但我是『泛民』」。毫無邏
輯的「無賴言論」令全場譁然。

莫稱科技投資毋須轉內地
面對內地發展的大趨勢，競選連

任的譚偉豪強調，代表最重要是為
中小企創造就業，特別是在廣東增
設支援中心，務求協助業界打開內
地市場，未來會繼續爭取業界北上
享有國民待遇，達到更高質素的內
地營商環境，「莫乃光只懂挑撥，
絕非業界之福，更是業界永無和諧
的真正禍首，相反我反對泥漿摔
角」。莫乃光則漠視行業趨勢，揚
言香港才是科技界「主場」，業界
應 重香港資源，將投資放在香
港，絕非轉向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臨近「新界
東北新發展區計劃」諮詢期結束，再度衍生
產權保育以至土地利益等爭議。立法會漁農
界候選人何俊賢說，新發展計劃列明37公頃
的自然生態公園用地，將會開放申請作農業
用地，但無清楚交代是否全數推出市場，擔
心地產商統一收地，會嚴重影響全面的土地
規劃。他認為政府應積極開發荒廢用地、研
究新型耕作，特別是推動結合減炭的生態農
莊，讓港人認識「香港綠洲」。同界別另一
候選人陳美德批評，政府土地發展從無預留
土地耕種，要求盡快「拆牆鬆綁」，釋放佔
地龐大的郊野公園用地。

促平衡漁農與環保政策
何俊賢及陳美德昨日接受電台訪問，大談

漁農業萎縮問題。何俊賢強調，漁農界關注
新界東北發展，但保育不單止是土地發展，
更涉及候鳥問題，促請當局平衡漁農及環保
政策，為行業重新定位。他以雞農發展為
例，指出銷售渠道及農地規劃等問題：「現

時養殖業集中在西北及西面，倘雞農力求發
展想搬場，卻無法符合當前的土地政策，在
2006年後從事雞農行業，並從無接獲賠償，
期望政府就農地重新定義。」
陳美德是土生土長的漁民，他指出，早在

70年代初漁民擁有幾萬艘船，並將大量魚獲
賣至內地，但漁業發展不斷轉變，加上人
口、房屋、教育政策，漁民上岸後更是人手
縮減，行業逐步萎縮，目前只剩餘「四大漁
港」及幾千艘船。針對農地荒廢或不足，陳
美德強調，大埔吐露港的填海發展，部分捕
魚地方發展成科學園用地，認為政府規劃發
展要清楚考慮經濟效益，並「拆牆鬆綁」釋
放佔地龐大的郊野土地。

陳美德倡港版馬爾代夫
針對業界的可持續發展，陳美德提出把香

港打造成「港版馬爾代夫」，坦言香港西貢
以至東平洲等地方，同樣有魚、有珊瑚、有
海灘，政府投放資源及放寬政策，將漁農業
結合旅遊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九龍西
候選人林依麗日前在選舉論壇上聲稱對
手、西九新動力梁美芬瞞報持有物業，梁
美芬前日已發表聲明指出絕無此事，林依
麗所指所謂未申報的物業現時登記的業主
並非她本人，只屬同名同姓，與她無關，
批評林依麗在選舉論壇中作出失實及不負
責任的指控，實屬惡意中傷，以卑劣的手
段損害她的聲譽及影響選情。
梁美芬昨日就此事到北角廉政公署總部

落案投訴。

今將向選管會投訴
梁美芬表示，林依麗在論壇上指她持有

物業但沒有向立法會申報，可能違反《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發放虛假消

息及不實指控，而她不斷多次重複「梁美

芬呃選民」，該節目全香港700萬巿民，

300萬選民都看到，林依麗在節目上對她

作誠信和個人操守的嚴重指控很可能令選

民信以為真，希望有關部門徹底跟進。梁

美芬又表示，今日會向選管會作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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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入局湯」寓意民

建聯爭取區內3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攝

■陳 鑌不評估誰

是主要對手，民建

聯全力爭取區內3

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攝

■張學明陪同劉江華、梁志祥到元朗八鄉拉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