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鴿」「北動」互轟 祥華成導火線
「傘兵」民協撞兩區 工黨「幸運逃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議會
換屆選舉將於後日（10月2日）開始接受
參選提名，反對派為「鎅票」問題近日
頻現內訌。傘後組織「北區動源」昨日
發表聲明，批評民主黨近期不斷攻擊
「北動」撞區是抹黑，又反爆民主黨
「忽然」派人參選北區祥華選區，拒絕
協調，情況「令人憤慨」。不過，民主
黨總幹事林卓廷即時還擊，批評「北
動」的協調要求極不合理，指對方甚至
以「不惜攬炒」威脅民主黨，民主黨北
區團隊已準備全面撞區。
「北動」昨日在聲明中提到，「北動」
由北區「土生土長」的居民組成，但遭到
民主黨不斷攻擊，甚至抹黑指不作好協
調，「傘兵」就會成「建制派B隊」，
「令我們對這傳統守舊的政黨感到極度失
望和失去信任。」其中，北區祥華選區成
為「北動」和民主黨內訌關鍵。

「北動」聲明批兩鴿「講大話」
「北動」在聲明中指稱，他們早於今年
2月曾兩度與林卓廷等人會面，交換區選
看法，惟民主黨表明不會為重奪議會作任
何調整，只表示有意出選石湖墟、天平東
西和聯和墟共4區 ，要求「北動」到其他
選區參選，當時並明確表示不考慮祥華，

「北動」遂於2月落區祥華。直至近日，
「北動」始得悉民主黨陳旭明有意出戰祥
華。
「北動」的聲明又稱，民主黨兩名「少
壯派」副主席尹兆堅和羅健熙以及林卓廷
等過去數月多次公開攻擊「北動」疑「講
大話」、撞區不肯協調，為無共識不停針
對「北動」，對民主黨作為傳統政黨的行
為「極為憤慨」。

林卓廷：「攬炒」威脅非「協調」
林卓廷昨日下午即時就「北動」聲明公
開反駁指，「北動」會面期間提出民主黨
棄選天平東、天平西、石湖墟「讓路」，
要求極不合理，聲稱民主黨團隊在有關區
份服務近20年，不能讓與從未合作的組
織，又稱北區有18席，「北動」大有空
間，毋須與民主黨撞區。而「北動」表明
以協調不成功便「不惜攬炒」來威脅民主
黨，更絕非「協調」。
至於祥華選區，林卓廷稱民主黨該區原

區議員落選後，仍在邨內開設辦事處，又
聲稱陳旭明3年來一直有落區，特別是在
處理水管工程問題期間，在居民「鼓勵」
下考慮參選。他謂雙方既無法達成共識，
民主黨北區團隊已預備全面撞區，雙方理
應比拚政績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區議
會換屆選舉將於11月底舉行，「青年
新政」等「傘兵」團體大玩「空
降」，試圖挾違法「佔領」之勢撈到
「一官半職」。所謂「多隻香爐多隻
鬼」，民主黨、民協等「老牌」反對
派面對激進青年「硬撼」，紛紛出動
「哀兵」政策，呼籲「傘兵」以大局
為重，轉戰建制派陣地。不過，正如
「黑金」金主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
英形容「雙學」那一句：「寸到不得
了！」一眾「傘兵」當然不會理會
「大人」們的勸喻，繼續全力「鎅
票」。
在「佔領」後冒起的「傘兵」經常

煽動「本土」、「港獨」思維，又誓
言拒絕與反對派協調選舉部署，令反
對派陣營在今屆區選率先上演「鬼打
鬼」搶位鬧劇。繼民主黨被「傘兵」
挑機後，今屆派出25人出選區議會的
民協同樣「受襲」。民協副主席譚國
僑昨日稱，據他了解，至少有兩名
「傘兵」與民協「撞區」參選，他揚

言尊重年輕人的參選權利，但希望他
們以大局為重，出選只有建制派參選
的地區。
工黨同日亦宣佈派出12人參選區議

會選舉，選區分佈於西灣河、紅磡、
荃灣、屯門、天水圍、大埔及沙田。
工黨副主席譚駿賢稱，已經與反對派
協調好，相信無與「傘兵」撞區，至
於不在協調機制又並非「傘兵」的獨
立參選人，則難以配合。
「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恒日前在

論壇活動中就否認「鎅票」，辯稱原
屬反對派選區或反對派落敗後繼續做
工作的選區，均不會派員硬撼，反諉
過「撞區」與否的「選擇權」在於傳
統反對派政黨的部署。
另外，民主黨昨日舉行區議會總結

及選舉前瞻記者會，指該黨42名現任
區議員中，有40人考慮爭取連任，30
名曾落敗的社區主任也計劃再接再厲
在全港各區挑戰「建制派對手」，加
上首次出戰的25人，相信該黨會有共
95人出戰區議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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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區議會選
舉提名期將在後天展開，法庭近月審理多
宗有關選民登記問題的案件，令「種票」
議題續成是次選舉的關注焦點。廉政公署
近日表示，廉署會對市民及候選人增加防
止「種票」的宣傳，又透露在上屆2011年
區選的投訴個案中，逾半數涉及「種
票」，但調查後發現大部分俱是因為選民
沒更新地址。

2011區選舞弊未趨嚴重化
根據廉署數字顯示，2011年區議會選舉

共 2,746 宗投訴中，約 1,600 宗與種票有
關。廉署選舉事務統籌鍾麗端近日在接受
訪問時表示，在逾千宗與種票有關的投訴
中，只有逾50人被起訴，反映「種票」問
題並不嚴重，而大部分案件是因為選民搬
屋後沒有更新地址，才產生「種票」疑
雲。她並補充，2011年收到的投訴扣除與
種票有關的個案後，與前屆2007年的數字
相若，因此不認為選舉舞弊有嚴重化的趨
勢。
鍾麗端指出，廉署也有留意法庭近月審
理多宗有關選民登記問題的案件，故是次選

舉的宣傳重點為防止「種票」。她提醒市民，若提
供虛假的住址登記為選民後投票，或候選人明知市
民提供虛假的住址登記為選民，卻促請或誘使其投
票，都會觸犯由廉署負責執行的法例。

對長者學生增防「種票」宣傳
鍾麗端又表示，今年新登記選民中，8.5萬人為61

歲以上人士，18歲至35歲年輕選民有4.1萬名，兩
個群組的總人數分別佔整體選民約30%及25%，因
此除電視廣告及派發單張外，廉署也會針對該兩個
群組作宣傳，如到長者機構及大專院校舉行防止
「種票」講座。
另外，在現今網絡流行的世代，使用社交媒體專

頁宣傳非常方便，變相等於難以計算選舉開支。鍾
麗端提醒有意參選的現屆區議員，在聘請現有助理
營運專頁作選舉宣傳時，要按比例作「合理估算」
選舉開支及申報；一些傳統的宣傳方法，如使用舊
橫額等也要同樣注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議會選舉將
於11月舉行，經民聯昨日公佈暫時會有15名成
員參選，是首個公開區選名單的建制派政團。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是次的參選口號是
「帶動經濟，改善民生」，希望將工商界、專
業界服務市民的理念帶入社區，讓香港從去年
「佔領」行動的對立和撕裂局面中回歸正軌。
林健鋒昨日陪同多名將參與區選的經民聯成

員會見傳媒。經民聯暫定有15人參選，其中有
13人是現任區議員，包括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她將會在九龍城黃埔東尋求連任。前大埔鄉事
委員會主席文春輝卸任大埔區議會當然議員
後，將循康樂園選區力爭重返區會。社區幹事
周秉謙將首次參選，出戰沙田乙明。

口號改善民生 提10主張
經民聯的參選口號是「帶動經濟，改善民

生」，整體政綱則題為「拚經濟，撐民生，惠
社區，讓香港更好」。林健鋒表示，經民聯將
提出擴大中產、作育英才、釋放土地資源、扶
助老弱、建優質生活、完善食物安全保障、提
升競爭力、深化與內地合作、推動政制發展、
完善社區規劃等10方面主張。
他續說，經民聯所有參選成員將共同推動上

述政綱，希望透過是次區選，將工商、專業界
服務市民、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理念帶
入社區，讓香港社會從「佔領」的對立和撕裂
中回歸正軌，社會各界合力聚焦民生，令香港
變得更好。他又指參選成員都有豐富的地區工
作經驗，有信心能夠贏得議席。
不過，早前盛傳會轉戰直選的葵青區議會主

席方平，和據報與自由黨李梓敬在深水埗又一
村競爭的深水埗區議會主席郭振華，都不在名
單上。林健鋒說，有部分成員仍在準備，稍後
或會公佈第二輪參選名單。
對於建制派在部分選區出現「撞區」情況，
他表示建制派政團之間有協調，經民聯一直有
與不同人士溝通。

經民聯15人參選 多為現任區議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前「老鴿」（民主
黨資深黨員）黃成智和狄志遠早前先後「離巢」，
另組新參政平台「新思維」。他們昨日表明不會和
其他反對派政黨及組織協調未來的選舉部署，又稱
希望平台成員未來有機會參與管治香港，包括接受
特區政府委任公職等。

尋「第三路」爭取溫和票
「新思維」召集人狄志遠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稱，「新思維」並不屬於建制派或反對派，而是尋
找「第三條路」、爭取支持的對象是「開明建制
派」和「溫和民主派」。至於會否和其他反對派政
黨及組織協調未來的選舉事務，他稱，如果要和反
對派協調，就不會另組參政平台，又指「新思維」
除了希望爭取議席，還希望獲特區政府委任公職或
參加委員會工作，才可以較踏實處理社會問題。
籌委會副召集人黃成智在節目中則稱，走「第三

條路線」正正是香港人想走的路線，即以互相接受
的手法去爭取香港的前途，而不會互相攻擊。
他又稱，從政者在街頭罵政府不能發揮作用，故

他不認為平台成員願意接受特區政府委任公職是貪
圖權勢，而是要透過加入政府彰顯理念，但絕不會
以「聽話」來換取公職。
曾因民主黨選舉部署失誤而連番失去新界東立法

會議席的黃成智，稱會積極考慮參與立法會新界東
補選，但具體安排仍然需要內部開會討論。至於將
於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不排除內部有成員會參
選，但不會以「新思維」的名義出選。

「新思維」不與「泛民」協調參選

姓名
陳灶良*
文春輝
何大偉*
劉偉倫*
周秉謙
黃耀聰*
盧慧蘭*
李志強*
鄺官穩*
林家輝*
沈少雄*
李祺逢*
甄啟榮*
梁美芬*
莊永燦*

註：*者為現任區議員
資料來源：經民聯

整理：鄭治祖

選區
大埔林村谷
大埔康樂園
大埔西貢北
沙田碧湖
沙田乙明
葵青華麗
葵青祖堯
葵青長青
離島長洲南
深水埗長沙灣
深水埗美孚中
深水埗荔枝角中
深水埗下白田
九龍城黃埔東
油尖旺大南

經民聯區選名單

「蝨王欣」深耕邨務勇聞鴿屎
試坐輪椅察無障礙設施不足 缺水壓街市遭領展「流放」皆包辦

■經民聯派15成員參加區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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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服務社區，陳穎欣可以去到幾
盡？試過坐輪椅扮殘疾人，感受

麗閣商場的無障礙設施的不足；曾經
爬上長沙灣港鐵站出口上蓋，視察港
鐵驅趕野鴿的裝置；參與請願及與官
員見面次數更是多不勝數。不過，最
為人熟悉的，還是上門為街坊治理木
蝨，被稱為「蝨王欣」。

街坊叫到「唔識驚」上門治蝨
不怕被木蝨嚇得花容失色嗎？陳穎
欣接受本報訪問時，指着貼在其服務
處牆上的巨型假木蝨，笑說：「同事
買嚟勉勵我。」本來害怕木蝨的她，
第一次接到街坊求助時，竟然「唔識
驚」，立即和義工上樓處理，「到我
落樓時先識驚。但街坊叫到，勇字當
頭啦！」
鄰近麗閣邨的長沙灣港鐵站出口上
蓋，早前有野鴿聚集，排泄物更為該
處帶來惡臭，後經港鐵安裝驅趕裝置
後始見改善。她記得有一次爬上上蓋
視察時，上蓋佈滿野鴿的排泄物、有
人餵野鴿而投擲的麵包碎及其他廢
物，混雜起來的異味令她十分難忘，
「我成三四個月食唔到麵包，一見到
麵包就諗起這股味道。」

促房署裝水泵 免「細水長流」
該邨水喉老化，令頂層及高層單位

水壓不足的情況更嚴重。陳穎欣於上
月中安排水喉匠上樓量度水壓，發現
有單位水壓不足以啟動煤氣爐，水喉
匠更驚見有街坊用洗衣板，「佢好奇
怪點解這個年代仲有洗衣板，個伯伯

話用唔到洗衣機，要手洗。」為此，
她已在本月初組織了「關注全港屋邨
水壓大聯盟」，要求房署為該邨加裝
加壓水泵，免令居民飽受「細水長
流」之苦。
麗閣邨還有一個「買唔齊餸」的街

市，近乎「空空如也」，沒有魚檔及
牛肉檔。她指出，街市欠缺選擇，街
坊唯有到「鄰近」的北河街街市，
「我哋後生仔女行都要15分鐘，長者
有幾辛苦可想而知。」採訪當日更有
菜檔女東主向她吐苦水，指每小時只
能做20元生意，但租金卻不斷增加。
陳穎欣批評，管理麗閣街市及商場的

領展當年成立時，曾承諾為居民服務，
到頭來卻覺得麗閣街市的商業價值不
高，不肯引進商戶，但就不斷加租以維
持利潤，「生意唔好仲要加租，好多商
戶都頂不住，造成惡性循環。」

冀商場設長椅 便利長者
採訪當日更發生一個小插曲：數名

長者坐在麗閣商場外的梯級邊，向陳
穎欣投訴指她們坐在商場長椅乘涼
時，被保安員趕離商場。保安之後走
出商場門口了解情況，並記下本報記
者名字。陳穎欣指，由於領展認為商
場使用率低，故一直拖延增設便利長
者的設施，如無障礙設施及長椅。
領展發言人在回覆本報查詢時說，

麗閣商場地下設有兩張長椅，而商場
毗鄰屋邨公眾地方內均設有多張長椅
可供使用，又稱商場儘管現階段未有
計劃增設坐椅，但會記錄有關意見及
在日後規劃設施時參考。

深水埗麗閣邨是一條「80後」的公共屋
邨：1981年開始入伙，至今已30多年，人口
老化，設施殘舊，連街坊最基本的食、住、

行需要也未能滿足。服務該邨的工聯會社區幹事陳穎欣也是一位
「80後」：年輕、有活力，看似與這條邨格格不入，初到該邨服
務時更被質疑是「𡃁 妹仔」，但她不消一年已經掌握邨務，如單
位水壓不足、木蝨橫行、商場及街市被領展近乎「流放」等，求
助個案越接越多。難得小妮子仍謂自己「未夠勤力，繼續努
力」。 ■陳庭佳

麗閣邨問題多多，持續多年
仍未解決，而該邨在深水埗區
議會的代表，是號稱在深水埗
工作30多年、由2004年起擔

任該區區議員的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
而不少傳媒都愛將他與陳穎欣比較。
把自己與政壇「老鬼」相提並論，會否感

到有壓力？陳穎欣在訪問中直言「很難比
較」，因為大家專注的事情不同，「我主要
做民生事務，佢可能比較少留喺條邨度，可
能做多啲政治嘢啦，橫額都貼晒政治標語，
抽政治水。」近日，馮檢基在長沙灣港鐵站
出口的橫額，就臨時貼上多張A4紙，寫上
反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言論的標語。
採訪當日，有邨內長者向陳穎欣反映，

指自己多年來都是馮檢基主導的街坊會會
員，但馮「30幾年來無上門探過我，橙都
無買過畀我」，然而當自己因沒有交會費
而離開街坊會時，馮卻帶了一盒月餅上門
造訪，並請她帶多些「老友記」替他做義
工，「慌唔係就嚟選舉咩？」

掛大牌助長者「做人不大牌」
求學時期已開始探訪獨居長者的陳穎

欣，深明長者「眼又矇、耳又聾」，就自創
加大碼名牌放在胸前，好讓他們看得清楚，
更被工聯會的兄弟姊妹仿傚。對此，她笑
說：「牌大啲唔緊要，最緊要為人唔好大
牌就得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專注民生事務 不怕政治「抽水基」

◀爬上港鐵站出口上蓋，視
察港鐵驅趕野鴿的裝置。

▲坐輪椅感受麗閣商場
的無障礙設施不足。

■鍾麗端表示，是次選舉署方的宣傳重點為
防止「種票」。 莊禮傑攝

■■雖然求助個案越接越雖然求助個案越接越
多多，，陳穎欣仍謂自己陳穎欣仍謂自己「「未未
夠勤力夠勤力，，繼續努力繼續努力」。」。

陳庭佳陳庭佳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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