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 鑌今年參加立法會選舉，其競選口
號是：「向前！香港不能再拖！」他

在選舉政綱中坦言，香港近年施政，不少市
民的感受就是一個「拖」字，社會對各種問
題爭持不休、內耗不斷。「雙非」問題拖、
「港珠澳大橋」拖、市民住屋問題拖、貧富
差距問題繼續拖⋯⋯市民的急切問題得不到
有效解決。

政綱4「向前」 解矛盾謀發展
陳 鑌在政綱中說：「相對於鄰近的地區

和國家正在高速發展，倘若我們不集中精力
解決社會內部矛盾及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
香港將陷入不進則退的境地。陳 鑌團隊希
望透過進入立法會，以多年於基層服務市民
的經驗和年輕的幹勁為立法會注入新力量、
新思維，與香港市民齊心向前！」
因此，陳 鑌提出了「基層生活要向前」，

包括增建公屋，放寬公屋擠逼戶標準，改革

現行生果金為三級制的「退休保障養老金」
等；「生活質素要向前」，如設立中產委員
會，擴闊薪俸稅邊際稅階，設立舊樓管理專
員等；「新生代發展向前」，要求增加大學資
助學位，落實15年免費教育，向年輕人提供
低於市值租金的租賃單位等；「民主政制要
向前」以穩步推動政制向前發展。

施政須落實 「找回拚勁包容」
譚詠麟於25日在其個人微博上，就上載了

一幅陳 鑌「向前」的宣傳圖片並指：「立
法會快將選舉，近日街頭助選團湧現各有千
秋；惟口號很重要。不太認識此人（陳 鑌）
及其政綱，但他的口號很 聽，香港真的不

能再『拖』了！」
身在中山的譚詠麟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坦言，香港之前有太多的政治人物因意
見不和而發生爭吵、討論，而討論的結果卻
沒有得到落實與推動。「民主誰不想，但這
有個過程，慢慢地，和平地達成共識。」「現
時香港有許多社會民生問題需要落實，比如

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越拖費用越貴。」
他認為，香港人的拚勁、寬容心已大不如

從前，香港需要向前，並找回以前的那種拚
勁與包容。「香港不能再拖，不能再停滯不
前。香港各界爭議太多，卻做不了事情。希
望立法會能達成共識，想辦法讓全香港人的
心凝聚在一起，並推動香港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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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選戰競逐

譚詠麟撐陳 鑌「向前」
坦言「香港不能再拖」籲立會達共識落實施政

反對派打「領匯牌」只識批評無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一直扎根九龍東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
（橄欖），在今年立法會選
舉中競逐連任。昨日，他
與自己的家人、團隊成員
及青年義工齊齊「踩單
車」。陳鑑林說，「不畏困
難、艱苦奮鬥」的香港精
神，令在牛頭角下 長大
的李慧詩，為香港奪得了
一面奧運銅牌，也是香港
面對前景未明挑戰的制勝
之道，民建聯不畏前路崎
嶇，和全港市民一起秉持
這香港精神，「踏出個未
來」。
陳鑑林昨日與其候選團

隊成員，包括黎榮浩，洪
錦鉉，柯創盛等，聯同10
多名青年義工在觀塘裕民
坊舉行「踏出個未來」開
步儀式，陳鑑林的太太、
兩名兒子、新抱和女婿等
到場打氣。他們以踏單車
的方式向街坊介紹民建聯
「實際為民生、真誠為香
港」的理念，寓意大家齊
心努力，一起「踏出個未
來」。

經濟前景不穩
施政不應再拖
陳鑑林首先表示，李慧

詩為香港奪得了一面奧運單車銅
牌，靠的是「不畏困難、艱苦奮鬥」
的香港精神，「過去的香港是這
樣，未來的香港也是這樣」，尤其
外圍經濟不穩，香港正面對前景未
明的挑戰，但香港社會近年爭拗不
斷，發展步伐一再被拖延。不過，
民建聯不管前路有多少障礙，不管
多艱難，都會和香港市民一齊拚搏
到底，希望市民投票支持他和今年
參選「超級區議會」的民建聯副主
席李慧 ，相信只要香港人團結齊

心，「明天一定會更好」。

充分諮詢民意 踏實為民服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黎榮浩說，就像踩單車要戴夠保護
裝備，才可踩得安全又開心一樣，
凡事準備充足，就自然多一分勝
算。為市民服務，民建聯從來都不
打無準備的仗，無論是設施改善還
是政策建議，一定會做足功課、認
真研究，並充分諮詢市民意見，故
無論是立法會還是區議會層面，民
建聯多年來的意見和行動都緊貼民
意。未來，他們會堅持同樣的態
度，繼續為大家服務。
他續說，民建聯九龍東團隊今年

的參選政綱，是繼續監察政府施
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令香港
社會各階層的生活都得到保障，有
各自的發展空間，人人可以安居樂
業。

尊重年輕聲音 齊為社會出力
洪錦鉉就特別提到年輕人在香港

未來發展所擔當的重要角色，強調
所謂「80後」並非代表激進、衝
擊、示威、不理性等，有很多願意
參加社區活動，喜歡做義工，為社
會出一分力，故社會應該有年輕人
的聲音，更要尊重年輕人的聲音，
希望青年人可以站出來，一齊探討
他們心中「香港的明天」。

爭建社區設施 確保市民所需

柯創勝則針對區內各項具體建設
提出建議，包括爭取在區內屋 周
邊的公園內增加更多讓長者鍛煉身
體的設施，落實優化摩士公園及有
關的連接工程，並密切關注正在重
建的觀塘游泳池和即將動工的跨區
會堂，以及建議在觀塘海濱增建的
緩跑道和單車徑等，確保有關設施
符合區內居民的期望和需要。
九龍東候選名單還包括梁家傑、

黃國健、陶君行、嚴鳳至、胡志
偉、謝偉俊、黃洋達、譚香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最擅長
抹黑。在昨日新界西選舉論壇上，公民黨候選
人郭家麒，以及民主黨的李永達及陳樹英「夫
妻檔」，就以領匯上市後大幅加租質疑民建聯。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反駁，當年支持領匯上市的
不單是民建聯，還包括「其他政黨（指民主
黨）」，並承諾會繼續監察領匯未來的動向，並已
向政府提出如發展天光墟等可以讓小本經營者
維生的地區經濟建議，「民建聯與反對派不
同，不只是嗌口號，（民建聯）有計劃、有建
議就拿出來解決問題」。

民建聯負責任 反對派得把口
在昨日新界西選舉論壇上，郭家麒再借領匯

上市及兩鐵合併的問題向建制派「抽水」，質疑
民建聯在兩個議題上均投支持票，是「出賣基

層市民」。譚耀宗在回應時強調，「當年（支持
上市）的決定有歷史背景，不能抹殺」，坦言房
署的確在管理商場有不妥善之處，房委會亦有
赤字，故當年領匯上市時，獲得普遍市民及不
同政黨的支持，而民建聯當時支持領匯上市，
是「希望走一條生路」。
不過，他強調，在領匯上市後的具體操作上，

的確衍生了很多社會問題，故民建聯一定會負責
任，繼續監察領匯，並批評反對派永遠不肯負
責，強調有支持、有建議才能令香港進步。

梁志祥批公民黨無建樹
民建聯另一候選人梁志祥亦批評指，公民黨

只懂反對，「無建設會令香港沉淪」，並舉民建
聯在議會中提出反對外傭可享有居港權的動議
為例，指公民黨及民主黨等反對派在立法會投

票時均棄權，「怪不得被冠以反對派」，令人質
疑兩黨是否真正為民生。
就反對派提出要政府「回購領匯」，譚耀宗坦

言，收購建議需涉及鉅額公帑，必須詳盡考慮。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亦批評郭家麒等反對派提出
回購領匯的建議，但卻懶理納稅人需要為此付出
鉅額的血汗錢，又指倘政府回購領匯，最大得益
者可能是在領匯中佔不少分額的外資基金。

譚耀宗斥「人社」阻議會運作
另外，在譚耀宗介紹民建聯的參選政綱時，

「人民力量」陳偉業發難並亂叫口號，圖打斷譚
耀宗發言。譚耀宗直斥道：「如果繼續係咁樣，
你仲講咩民主？你連聽 別人說正當訊息都唔耐
煩、都嘈⋯⋯就係因為『人民力量』同社民連，
以及『泛民』的縱容，議會不成議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首次「擔大旗」
領軍參選新界西直選，主力葵青、荃灣及長洲的
民建聯候選人陳 鑌（Ben），昨日與「超級區議
會」候選人劉江華在葵芳 舉行造勢大會。率領
另一支隊伍出戰屯門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聯同
新界社團聯會及鄉議局等到場力撐，強調民建聯
在今年立法會選舉分拆3隊參選新界西，是希望
該黨的3名候選人均能進入新一屆立會，故呼籲
民建聯的支持者，在支持譚耀宗、梁志祥的同
時，也要力保他「入局」，令民建聯的社區服務
做得更好、更深入、更細緻。

「三路」皆重要 「棄保」屬抹黑
在黨主席譚耀宗帶領下，劉江華及陳 鑌遙

控兩架分別代表「香港要贏」及「向前」的遙
控車，駛入「立法會大門」。全體候選團隊成員
及義工，以及各地區領袖近百人到場力撐，充
分展現出陳 鑌團隊的高昂戰意，譚耀宗並再
解釋了民建聯「兵分三路」的重要性，大讚陳
鑌在區議會服務8年，倘能「入局」，其工程師

專業背景將會為立法會帶來新的聲音。
陳 鑌在發言時則主動反駁有傳聞稱，民建聯

今屆3張新界西參選名單中其支持率最低並會被
「棄保」的傳聞，批評有關言論是抹黑、謠言，
並強調這些流言在區內根本「無人信」，反令任

其助選團的義工士氣更高昂，並令整個競選團隊
「更有危機意識」，並呼籲支持者小心將選票分配
予民建聯新界西的3張名單，令「3席入局」，充
分發揮每張選票的作用。

張學明：陳 鑌經嚴選非空降
鄉議局副主張學明也在活動上發言，強調民

建聯屬「有建設、冇破壞」的政黨，一直強調
要讓年輕人接棒，而陳 鑌是次參選，並非
「空降、求其搵的人選，而是經嚴格挑選的」，又

笑言對方出生基層，在元朗鄉村長大，懂得同
齡年輕人不懂的技巧，就是閹豬（替母豬絕
育），而陳 鑌從基層鄉村環境長大，正正代表
民建聯年輕一代，既有地區服務經驗，更了

解基層市民疾苦，故自己有「百分百信心，陳
鑌必勝」。
新界西地區直選候選人名單還包括梁志祥、

麥美娟、陳偉業、麥業成、曾健成、郭家麒、
田北辰、何君堯、陳一華、梁耀忠、陳強、李
卓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聲稱
「民主」，但在今年立法會選舉就試圖打造「家天
下」：民建聯新界西候選人陳 鑌昨日在一選
舉論壇上，再質疑民主黨候選人李永達及陳樹
英「夫妻檔」上陣，是試圖在新西打造「家族
管治」、「李氏力場」。

「大佬文化」阻年輕人發揮

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中獲民建聯支持、在新界
西獨領1張名單參選的陳 鑌在選舉論壇中，
強調目前年輕人都感到前路茫茫，而自己是次
能「獨擔大旗」，反映了民建聯對年輕人的支
持和信心，隨即質疑同場的李永達及陳樹英未
有做好榜樣，在今年選舉中以「夫婦檔」參
選，完全是民主黨一的「家族管治」策略，拒
絕讓黨內兩張名單內的年輕人「擔大旗」的機

會。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另一公開活動上，亦指

民建聯不斷培育年輕接班人，一直讓年輕人有
發揮的機會，反觀李永達及陳樹英在新西的
「夫妻檔」，「大佬拖個大嫂」，完全反映了民主
黨「大佬文化」已變本加厲。
「護妻心切」的李永達在論壇上代替陳樹英

辯護，稱陳樹英「有20多年地區服務經驗，做過
（前）區域市政局議員，並經過該黨黨內『嚴格
的挑選機制』，是透過「公平公正的競爭」才有
機會出選的」。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中山

報道）香港近年政治爭拗不斷，令發

展停滯不前。著名歌星譚詠麟日前在

自己的微博上，讚揚民建聯新界西候

選人陳 鑌提出「向前，香港不能再

拖」的參選口號「很 聽」。他昨日

在中山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

「香港不能再拖了」，強調立法會需達

成共識，並想辦法讓全香港人的心凝

聚在一起，帶動香港往前走。

鴿黨大佬橫行「夫妻檔」玩「家天下」

譚耀宗率隊撐Ben「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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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團隊在觀塘裕民坊舉行「踏出個未來」開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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