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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造勢 港島推「曾李配」
努力落區漸獲街坊支持 李慧 爭20萬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
在港島中西區和南區舉辦造勢大會，近千
名巿民搖旗吶喊支持民建聯港島區候選人
曾鈺成和為民建聯披甲出戰「超級區議會」
的李慧 ，多位灣仔區、中西區、南區的
地區人士也特意出席活動，向選民推薦
「曾李配」
。李慧 坦言，自己的形勢「非
常緊張」，自己會盡力保住民建聯原有的
支持者，並爭取中間選民支持，「我相信
巿民是很清晰，他們希望議會重回正軌，
走出亂局，希望議會對焦處理民生問題，
所以我好希望爭取到一些中間的朋友支持
做正經事」，「要靠大家行多幾步，打多
幾個電話，拉多兩張票，找最多的人支持
我們的團隊」。（尚有選舉相關新聞刊
A19版）

■曾鈺成及李慧 到香港仔石排灣 造勢，多位地區人士到場支持。

主 隊，昨日在曾鈺成等陪同下先後在
力港島及九龍區選票的李慧

團

中西區和南區舉行造勢大會，兩場造勢會
均有近千巿民捧場。

獲港島地區社團力挺
在堅尼地城舉行的造勢大會上，李慧
表示，在過去一段時間，自己不斷到各個
社區認識民眾，而她的努力亦沒有白費：
由最初在港島不太多人認識，到現在走到
街上會有很多朋友向她打招呼、聊天。她
並感謝支持者為造出成果，努力為她打通
人脈，又坦言要爭取「超選」的第五席，
就需要20萬選票，故拜託民建聯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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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為她「多走幾步，多打電話，拉多幾張
票」
。
中西區「地膽」陳學鋒向街坊說，李
慧 過去一直在九龍西服務，故理解中
西區巿民對李慧 認識不多，但對方是
次捨易取難，轉戰超選，都是為了幫助
建制派爭取到「三比三」的優勢：「我
們建制派能夠帶出一個好強烈的訊息：
巿民需要理性的議會，需要建設的力
量。」他呼籲民建聯支持者在餘下時間
繼續努力拉票，保送李慧 連任。

生、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林樹哲就向李慧
送上「三十萬大禮」。林樹哲呼籲所有中
西區、灣仔區的30萬福建朋友，一定要投
票給曾鈺成和李慧 。培僑校友會會長李
耀熙就向擔任培僑中學校監的曾鈺成送上
金馬一匹，並祝願他和李慧 馬到功成，
旗開得勝。其後，曾、李二人接 馬不停
蹄趕到香港仔石排灣 出席另一場造勢大
會，活動得到前南區區議會主席馬月霞、
南區區議員陳李佩英、麥謝巧靈等多位地
區人士到場支持。

籲30萬福建朋友投曾李

倡選民按民記部署投票

在活動上，中西區各界協會會長李應

曾鈺成表示，「今次不單止要勝出一個

議席，我們分區直選要拿議席，超級區議
會亦要拿議席」，又建議南區選民按照民
建聯部署，將地區直選一票投給他，超選
投票給李慧 ，「不要混淆混亂」，又向
街坊表示，他相信李慧 能憑 專業背景
和服務社區誠意成為一位高質素的議員。
李慧 則對越來越多南區街坊認識她感到
高興，並再拜託選民多行幾步，多打幾個
電話，多拉幾張票讓她連任。
「超選」候選名單還包括劉江華、何俊
仁、涂謹申、馮檢基、白韻 。港島區候
選名單還有單仲偕、許清安、葉劉淑儀、
劉健儀、勞永樂、劉嘉鴻、吳榮春、陳家
洛、王國興、吳文遠、何秀蘭、何家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知名演藝人「星爺」周星
馳(小圖)，點名力撐民建聯「超
級區議會」候選人李慧 ，並
大讚李慧 做實事，為人真
誠，「唔會做騷」
。
周星馳坦言，很多政治議題都
關乎老百姓福祉，故無論是官
員還是立法會議員都肩負重大
責任，都要「學吳楚帆（粵語
片 時 代 的 紅 星 ）」， 「 人 人 為
我，我為人人」
，「我唔贊成日
日嘈嘈閉，我 一定要承認香
港競爭力越來越差，再冇咁多
時間俾我 虛耗，（官員和議
員）應該實實在在做返
」
。

讚有觀眾緣前途無限

他又點名力撐李慧 ，指對方
「唔識做騷」，令人感覺到她的
真誠，「唔好睇佢好似好柔弱
咁，人 默默做 好多實事
，而且佢仲咁年輕，前途無
可限量，要繼續努力」
，並大讚李慧 有「觀
眾緣」：「見佢成日笑住對人⋯⋯查實議員同
演員一樣，都要有觀眾緣 ！」
事前對星爺力挺並不知情的李慧 在接受傳
媒查詢時表示，感謝周星馳的讚賞，對此感到
很開心，並坦言自己一直有聯絡包括演藝界名
人等不同界別人士，希望爭取他們的支持，又
笑說自己一定會聯絡星爺，希望「搵佢拍段
（選舉宣傳）片，甚至邀請星爺為我站台」
。
著名歌手譚詠麟大讚，自己很佩服的「超級
區議會」候選人李慧 ，指她25歲就開始參加
政治，但很踏實，實實在在有做事，真正地代
表民間意見並最終落實。「如果要問我支持
誰，我就支持她。」

曾鈺成撐鍾樹根 誓奪兩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在今
年立法會選舉的港島區直選中，派出了兩張
名單參選，一張是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一張是由長年扎根地區的東區區議會主席鍾
樹根率領。「吸票力」驚人的曾鈺成，昨日
在民建聯港島區的選舉活動上，坦言所謂
「票王、票后」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將選
票化為議席，故呼籲支持他的選民投票予鍾
樹根，讓立法會內有更多理性、務實的聲
音。
■劉江華出席超級區議會界別選舉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選舉白熱化，反對派候選人在
各選舉論壇上主力硬銷政治化議
題。不過，建制派候選人就繼續堅
持「主打」民生議題。在昨日的2
個「超級區議員」選舉論壇上，民
建聯候選人劉江華關注包括東涌等
偏遠地區的市民交通費昂貴問題，
要求港鐵推出短程月票，協助東涌
居民，並承諾自己在成功連任後，
他的首個動議將會是要求港鐵在5
年內不加價。
香港電台昨日於東涌第三度舉行
超級區議會界別選舉論壇，而
NOW電視亦於晚上播出另一超選
論壇，不過論壇中討論的議題，仍
然是政治多於民生經濟。劉江華在
互相質詢環節，決定改變策略，和
其黨友李慧 互問有關民生工作的
問題，希望大家都有機會表達對急
切民生問題的建議，令論壇「回歸
民生」
。

促港鐵5年不加價
劉江華關注基層市民面對交通費
貴問題，尤其是港鐵在賺錢情況下
仍大幅加票價。他強調，今年當局
會檢討港鐵的「可加可減」票價制
度，他十分希望各政黨及政團在討
論這個問題時可以放下成見，做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此次重要的檢討工作。
他建議，應將港鐵的地產收益放
入票價機制之中，真正反映出港鐵
的賺錢情況，而政府亦應不再收取
港鐵的股息，認為根據過往經驗，
只要扣除政府收取的股息，港鐵就
毋須加票價。「我會在返回議會後
的首個動議，便會提出對港鐵票價
檢討，包括要求港鐵5年內不加
價。」

嫻姐指阿基搵交嗌
工聯會候選人陳婉嫻也關注到東
涌基層市民的生活問題，批評現時
東涌商場的地下不讓擺賣，令區內
本土經濟難以發展，並建議特區政
府應做好社區經濟，使區內居民有
更多就業機會。
不過，反對派的民協候選人馮檢
基就繼續採取「政治批鬥」的策
略，在論壇上每次發言都如錄音機
般，重複「劉江華是偽民生派」、
「民建聯是偽民生派」，稱民建聯
「沒有幫助市民，沒有協助改善民
生」。劉江華即場反駁，批評自己
很不滿意馮檢基「一開口就鬧
人」，「基哥開口就鬧人，埋口就
想 嗌 交 」。 就 連 站 在 一 旁 的 陳 婉
嫻，也忍不住批評馮檢基是「為嗌
交而嗌交」
。

劉華批何俊仁完全不可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在近期被爆的「瞞報門」、
「黨產混賬」等事件中都擔當了「重要角
色」，但他在公開活動中聲言事件「不涉
公帑」而拒絕公開可「證明」其「清白」
的文件。民建聯超選候選人劉江華昨日在
一論壇上批評，何俊仁完全不可信，「漏

報公司，漏一間是疏忽、漏第二間是不小
心、第三間就是誠信問題、第四間就是完
全不可信」
。
劉江華又批評，民主黨日前有黨員去投
訴公民黨港島區候選人陳家洛有失實之
嫌，何即與之割蓆，打壓黨員，認為何俊
仁根本是不公義，不公平。

地區人士送「四萬麻雀」

在昨日民建聯的港島區造勢大會上，西區
發展動力創會主席陳特楚及現任主席葉永
成，先後向曾鈺成送上巨型四萬麻雀一隻，
陳特楚解釋，今年立法會選舉戰情激烈，港
島有14張名單之多，最少要3萬票才能當
選，送上巨型四萬麻雀是代表他會和中西區
社團朋友全力、齊心支持曾鈺成，令曾鈺成
能取得4萬票當選。
曾鈺成坦言，指最近有支持他的朋友問可
否改為支持同為民建聯成員的其他候選人
（即鍾樹根），強調自己認同對方的想法：
「為甚麼今屆民建聯要分開兩條隊希望爭到

梁美芬今入稟告林依麗誹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九
龍西候選人林依麗日前於選舉論壇
中，聲稱另一九龍西候選人梁美芬沒
有向立法會申報一些持有物業，梁美
芬昨日發出聲明，指自己會於今日正
式入稟法院控告林依麗誹謗，強調自
己已委託律師向土地註冊處、公司註
冊處等查證，發現林依麗所指的物業
登記人只是與她同名同姓。

指惡意中傷手段卑劣
梁美芬昨日向各傳媒發表聲明，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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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亦於本月22日委託律師向
林依麗發出律師信，嚴正要求林依
麗公開道歉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
權利。
她在聲明中強調，由於林依麗至今
仍未向她作出公開道歉，她會於今日
正式入稟法院控告林依麗誹謗。又重
申，自己已根據立法會的規定申報所
有物業資料。

李慧 批鴿黨政治化忽視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年
輕人是香港的未來，民建聯立法會
「超級區議會」候選人李慧 ，昨日
在出席選舉論壇時關注到大學學位不
足的問題，並提出「資助要跟學生走」
的建議，並批評民主黨只將焦點集中
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爭議，而忽略
年輕人真正的需求，「民主黨只係掛
住國民教育，掛住政治化，卻忘記學
生的教育機會」
。

倡大學生資助跟人走
大學早前剛剛放榜，但不少符合入
學資格的考生卻因學額不足而未能升
讀大學。李慧 昨日在一論壇上集中
討論這個問題，建議特區政府應將對
大學生的資助跟人走，讓符合入大學
資格卻未能入讀本地大學的學生亦可
獲得資助，可以選擇到內地或外國升
學，增加他們的升學機會。

在論壇上，民主黨「一如既往」
地，企圖將「國民教育問題」轉化為
選舉議題，並由何俊仁名單中的鄺俊
宇「挑戰」李慧 ，求民建聯對國民
教育表態。李慧 義正詞嚴地質疑，
自己向來關注年輕人就學機會，並提
出資助跟學生走，原本希望民主黨應
該支持，結果民主黨又是把問題拉回
到「國民教育」的爭議上，狠批「民
主黨只係掛住國民教育，掛住政治
化，卻忘記學生的教育機會」
。

「良心約章」侮辱老師
她又強調，自己已多次公開表明，
不贊成與民主黨關係密切的教協就此
提出的罷課威脅，強調任何情況都不
應損害學生利益，而自己對老師有信
心：「有人（教協）提出要簽『良心
約章』，是在侮辱老師，難道無簽的
老師就無良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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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議席？我們不希望所有支持建設力量的
選票集中一個人身上，出現了票王或者票
后，但是變不成議席。」

立會需更多正派議員
他強調，未來數年，香港有很多重大議題
要在立法會辯論、表決，立法會一定要更多
講道理、負責任、高質素的議員，「如果港
島只得我一個正派議員，無論做甚麼工夫都
很困難⋯⋯總之鍾樹根一定要贏」，又認為
自己形勢越穩陣，鍾樹根的選情也會一起變
得更加穩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公民黨一直
缺席地區事務，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就被選
民「踢出議會」。在昨日九龍西選舉論壇
上，公民黨候選人毛孟靜被問及有沒有改善
民生的實質建議時就即刻「淆底」，試圖以
政治議題轉移視線，反映該黨並未汲取教
訓，在今年立法會選舉繼續主攻政治議題，
懶理民生。

講民生「頭岳岳」 談經濟「頭耷耷」
民建聯九龍西候選人蔣麗芸昨日在選舉論
壇上問毛孟靜，指面對外圍經濟相繼出現問
題，她是否贊成香港未來經濟要更加多元
化，包括發展工業時，毛孟靜即時被考起，
只懂說：「(我)未來入了立法會，會好好地
去搞經濟」。蔣麗芸隨即追問她是否支持香
港有工業時，毛孟靜就避而不談，稱「呢樣
我要問返你(蔣麗芸)，你 過工業獎」
，隨
即試圖掩飾自己「不熟書」，轉為狙擊另一
名候選人梁美芬有關落實普選及釋法的問
題。
毛孟靜對經濟和民生問題「十問九唔
識」
，蔣麗芸批評道：「過去幾次論壇，(我)
都問了妳(毛孟靜)很多民生問題，但妳一直
都在迴避問題。香港目前面對很多困難，有
很多發展需要去做，我再問多你一個問題，
對於香港4大支柱產業，6大優勢產業，你點
睇？政府係咪需要制訂一個詳細政策？」毛
孟靜頓時語塞並「發爛渣」。蔣麗芸即揶揄
道：「(公民黨)講民生就頭岳岳，講經濟就
頭耷耷！」

一直無落區 具體工作欠奉

另一名候選人黃以謙隨即質疑毛孟靜一直沒有落區，
根本就無可能改善地區經濟民生，「你冇落過區與老人
家傾談，根本不明白區內老人家需要甚麼⋯⋯公民黨做
過咩，你做過咩？你具體講出來，你就係無做過任何具
體事情，只係識謾罵同批評」
。毛則自稱由2006年開始
已經落區，但就迴避自己以至公民黨做過甚麼具體工
作，只說「我唔同你拗，唔好浪費我的時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