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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無懼風雨 籲選民總動員支持
參選人兵分港九新界 向市民承諾「為您做事」

新民黨謝子祺 3號波照落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聯會在沙田區議會並
未有區議會議席，工聯會昨日公佈51人的區議會參選名
單中，沙田區就派出了兩人出選，期望實現沙田區「零
的突破」。參選新田圍選區的工聯會社區幹事李樂昕年
僅23歲，是工聯會最年輕的參選人，另一參選人林德偉
則是社福界出身，對勞工、福利等議題尤其熟悉，他們
均希望憑着服務街坊的熱誠和幹勁，為社區帶來新氣
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對李樂昕、林德偉
寄予厚望，並讚揚兩人地區工作扎實，做事積極勤力，
希望工聯會在沙田區成功搶位。
李樂昕於去年在英國完成大眾傳播學士課程後回港，擔

任立法會議員鄧家彪的議員助理，全職協助鄧家彪處理地
區事務，今年6月更變身為社區幹事，希望憑着服務街坊
的熱誠和幹勁，為社區帶來新轉變。她舉例指，新田圍本
身的交通配套不足，居民從附近港鐵車公廟站回家，欠缺

天橋和升降機接駁，但有關問題長年未獲解決。

李樂昕有信心打敗程張迎
今年23歲的李樂昕是工聯會最年輕的參選人。她笑
說，自己有無窮的體力和魄力，加上勇於嘗試，十分享
受不同類型地區工作所帶來的挑戰。她有信心打敗另一
參選人、民主黨的程張迎，成功當選。

林德偉跟進個案逾千
出選沙田恒安選區的工聯會社區幹事林德偉則說，過

去數年他頻頻落區，已得到很多市民的信任和支持，目
前跟進市民個案數字已達1,000多個。他表示，現時服務
的恒安選區是公共屋邨，已有近30年樓齡，故未來工作
重點將是要求當局改善屋邨環境，包括興建行人通道上
蓋、重新鋪設地面等，並承擔相關工程費用。

本身是社福界出身的林德偉，對勞工、福利等議題十
分熟悉，他表示未知現任區議員、年逾70的民主黨鄭則
文會否競逐連任，但強調「無論對手是誰，有幾多個對
手都好，我都會努力做好自己，爭取街坊支持」。
鄧家彪昨日表示，對李樂昕、林德偉寄予厚望，稱讚

兩人地區工作紮實，做事積極勤力，期望他們為工聯會
實現在沙田區議會議席「零的突破」。在東涌逸東邨角
逐連任的鄧家彪說，現時似乎沒有人挑戰他的議席，又
笑說希望提名期快點完結，令他自動當選，以便協助工
聯會戰友打好選戰。
此外，出選大埔富明新區的工聯會社區幹事陳勇華表

示，已經服務當區3年，未來將會繼續細心聆聽當區市民
意見，努力改善社區環境。他又期望，未來收集當區居
民意見後，要求領展重整當區街市，引入更多元化商舖
供市民選擇，避免再次出現經營不善的情況。

工聯力爭沙田「零的突破」

■李樂昕（左）獲鄧家彪讚賞。 鄭治祖 攝

第一時間通知街坊「我參選」
民建聯港、九、新界多支參選團隊日前率先報名參
選，各參選人隨即展開落區宣傳活動，力爭街坊居民的
支持。在港島區，民建聯派出 5人出選南區、6人出選
中西區、4人出選灣仔區及11人出選東區。雖然昨日天
公不造美，但民建聯中西區支部的張國鈞、陳學鋒、楊
學明，及接棒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出戰觀龍選區的
楊開永等，堅持第一時間向街坊表明「我已報名參選
了」，希望大家繼續投下信任一票。
身兼民建聯副主席的張國鈞，主打「專業認真，服務上

心」，在西環選區競逐連任。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的陳學
鋒，長期服務堅摩選區街坊，過往連續兩屆獲居民力撐成
功當選，今屆會努力爭取連任，繼續建設好中西區。

楊學明未變心 4載服務不停

再接再厲出戰水街選區的楊學明，在報名後馬不停蹄
向街坊匯報參選宣言。他強調，4年前競逐水街議席雖未
能成功，但他沒有放棄競選承諾，未有停止地區服務，
「因為我的家喺呢度，我的心喺呢度，最重要係大家都
住喺呢度。」他懇請選民在今屆選舉投下神聖一票，
「畀個機會學明，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議員服務。」
重視服務承諾的，還有民建聯社區主任黃才立。黃才
立於2007年加入青年民建聯，上屆雖然失落了南區華
富北議席，但今屆他再接再厲參選。黃才立表示，關注
區內往來銅鑼灣及北角等交通安排，及華富邨重建項目
工程進展。

黃才立促助華富邨民「分批搬」
他指出，華富邨較舊單位的住戶期望重建搬遷，但居
於華景樓等較新樓宇的住戶則不希望重建，他促請當局
能照顧居民訴求，可考慮分批協助華富居民搬遷，以平

衡發展需要及街坊對房屋環境的要求。同區已報名參選
人有民主黨的柴文瀚。
在九龍區，民建聯今屆在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
黃大仙及觀塘5大選區，共派51人參選。各區參選人在
誓師報名後，戰意高昂，紛紛向選民發表參選政綱，努
力拜票。長期在黃大仙橫頭磡服務街坊的黎榮浩，日前
聯同黃大仙支部團隊誓師報名，競逐連任。黎榮浩坦
言，黃大仙區議會以往保持建制派對反對派「16：9」
的局面，議會文化較務實平和，各黨派在利民政策上也
互有交流溝通。

黎榮浩：「傘兵」搶位 須加倍努力
但他分析指，今屆彩雲3個選區的民建聯參選人，

將繼續與民主黨參選人對壘，而部分「傘兵」團體亦
揚言空降建制陣地「搶位」，民建聯等建制陣營必須
加倍努力，在穩守大局的基礎上，力求議席有所進

帳。
他個人期望繼續得到橫頭磡居民的信任，讓他有機

會在新一屆區議會繼續做好服務，包括要求當局落實
好區內無障礙設施工程，同時能盡快完成黃大仙廣場
加建天幕，及在摩士公園四號球場觀眾席加建上蓋等
項目。
至於新界區，民建聯在屯門、元朗、荃灣等9大選

區，共派出93人參選，其中以葵青、屯門及沙田3區人
氣最強，均有13人參選。多區參選人日前在黨領導及
前輩打氣下正式報名參戰，昨日大家分散到選區加緊宣
傳。其中自2009年駐紮沙田碧湖區的黃冰芬，自大學
畢業後毅然放棄高薪厚職，獨闖政壇投身地區工作。
今屆她計劃再戰碧湖，縱然昨日風雨飄搖，她仍不敢
怠慢，積極備戰，期望贏得沙田居民的祝福，躋身議事
堂，為沙田、為香港出一分力。同區已報名參選人有無
黨派的翁愛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新一屆區議會選舉拉開

帷幕，各大政黨擂動戰鼓搶

攻議席。昨日在颱風「彩

虹」影響下，全日颳起大

風，雨勢時大時細，但民建

聯遍佈港、九、新界各區的

參選人，無懼風雨飄搖，聯

同助選團及街坊義工等落區

宣傳，向市民莊嚴承諾「實

事求是，為您做事」，又希

望選民全家總動員在11月22

日舉行的區選中，支持民建

聯的參選人進軍議會，繼續

扎根社區，服務居民。
■■民建聯民建聯1313名黃大仙區參選人名黃大仙區參選人，，日前率先報名出戰新一屆區議會選舉日前率先報名出戰新一屆區議會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公
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堅決「空
降」海怡東，硬撼「人民力量」主
席袁彌明牽頭成立的「海怡關注
組」的參選部署，兩黨「撞區廝
殺」一觸即發。今屆區議會選舉提
名期正式開始，袁彌明繼以「受害
者」身份公開向陳家洛發出「最後
通牒」後，近日又在地區派發「考
慮退選海怡」單張（見圖），試圖借
「民意牌」將陳家洛趕離海怡東。

派單張 大打「悲情牌」
陳家洛與袁彌明近日因「撞區」

一事鬥到七彩。為求搶位，袁彌明
近日趁陳家洛未報名參加區選，就
在地區派發「考慮退選海怡」單張
大打「悲情牌」，聲稱她願意放棄
參與海怡西，作為陳家洛退選海怡
東的「交換條件」，「要我把上次

補選辛辛苦苦得來的1,000票『過
畀』公民黨，我也不捨得。但為了
海怡兩區整體利益，我願意讓步。
由海怡東轉區海怡西，是非常卑微
的請求。」
陳家洛早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反

擊，稱公民黨自創黨以來「一直服務
海怡東」，揶揄袁彌明自該區上次補
選後，「再沒有跟進地區工作」，質
疑她借協調過橋「華麗離場」。袁彌
明在單張中反駁稱，她曾經參與過兩
次大型選舉，
「兩次都沒有
當選，為何會
怕輸？」她又
反擊道：「誣
衊『海怡關注
組』是『人力B
隊』的傳言不
是事實。」

袁彌明圖「民意」施壓趕陳家洛離海怡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

今年，工黨共派出12個人出戰，
參選西灣河、紅磡、荃灣、屯
門、天水圍、大埔及沙田等區。
不過，工黨主席李卓人在上屆區
議會選舉敗於工聯會小花劉桂容
之手，令該黨至今仍只得一個區
議員，今屆就「避戰」富恩，派
手下出馬。昨日，他聯同該黨另
外兩名立法會議員，包括張超雄
和張國柱陪同3名黨員參選。該黨
秘書長郭永健稱，目前區議會偏
重「吃喝玩樂」，他們要「撥亂
反正」。
昨日報名參選的其中一人，正

是去年6月涉嫌在立法會財委會審
議新界東北發展區前期工程撥款
期間，暴力衝擊立法會的葉榮。
當時，身為張超雄助理的葉榮在
傳媒鏡頭下，連人帶輪椅多次撞

向玻璃大門，刺激衝擊者的情
緒，令場面極度混亂。葉榮事後
被捕，其後他「踢保」獲釋，並
稱會繼續「公民抗命」。警方指
會保留檢控他的權力。他是次參
選，是要挑戰民建聯現任沙田頌
安區區議員葛珮帆。
另外，所謂「傘後組織」、

「西環飛躍動力」宣佈派出3人參
選今年區議會選舉，包括自稱曾
接受英國海軍陸戰隊訓練的發言
人劉偉德，曾在西環一間「獲米
芝蓮獎」的餐廳任「主廚」的伍
永德，及自稱「日本通」的葉錦
龍。3人昨日在特區政府大樓外誓
師，僅20人撐場。由於3人此前
曾與民主黨等反對派政黨「協
調」，因此並沒有「撞區」，又
稱他們是次參選是要改變區議會
由建制派主導的局面。

工黨3人報名「暴力」葉榮有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新一屆區選
開鑼，新民黨今屆採取「精兵制」策略，共派
出42人分別於新界東、新界西及港島區參選，
主攻年輕專業選民的支持。日前獲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陪同報名的謝子祺，今屆爭取於太古
城東連任。昨日雖然掛起3號風球，但他堅持
落區，希望第一時間向街坊表明參選理念及政
綱，更不忘巡視正在進行外牆維修工程的大
廈，關注強風有否影響棚架的結構安全。

力爭連任 冀續為居民排難解憂
謝子祺加入新民黨多年，昔日以葉太助理的

身份開展地區工作。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他小試牛刀，代表新民黨挑戰時任東區區議員
曹漢光，最終一擊即中成功當選。經過長期努
力經營，謝子祺得到區內居民認同，他亦表明
會全力以赴，力爭連任，繼續為居民排難解
憂，兌現競選承諾。
另外，新民黨多名成員昨日報名參選，包括

李文龍出選天后選區、王政芝會接棒黨友黃楚
峰出選大坑選區。在去年海怡西補選中，力壓
「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及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單仲偕當選的全職區議員陳家珮亦已報名競逐
連任。

獲提名表格 屯門37份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 區議會選舉

18區的選舉主任昨日共接獲30
份提名。至今，當局共接獲372
份提名表格。目前，18區中仍
以屯門區累積接獲最多提名
表，有37份，其次為觀塘的35
份，港島東區及九龍城同以33
份排第三。

各區接獲的提名表格
10月3日 累積數目

香港島
中西區 1 12
灣仔 3 8
東區 2 33
南區 1 21
九龍
油尖旺 0 7
深水埗 0 21
九龍城 3 33
黃大仙 0 25
觀塘 1 35
新界
荃灣 0 17
屯門 1 37
元朗 1 26
北區 2 12
大埔 1 6
西貢 5 25
沙田 7 28
葵青 2 21
離島 0 5
總數 30 372

昨日報名參選者名單
選區 姓名 報稱政治聯繫
石塘咀 陳財喜 /
軒尼詩 張曼莉 /
天后 李文龍 新民黨
大坑 王政芝 新民黨
欣藍 黃健興 /
樂康 李進秋 /
海怡西 陳家珮 新民黨
馬坑涌 黃潤昌 工聯會
常樂 陳嘉玲 /
宋皇臺 鄭振華 工聯會
油麗 黎樹濠 獨立
友愛北 譚駿賢 工黨
逸澤 郭慶平 /
聯和墟 劉明堅 自由黨
華明 陳惠達 新民主同盟
船灣 劉志成 /
健明 梁里 新民主同盟
澳唐 呂文光 新民主同盟
軍寶 黎銘澤 新民主同盟
欣英 鍾錦麟 新民主同盟
運亨 范國威 新民主同盟
顯嘉 林松茵 公民力量/新民黨
徑口 何國華 公民力量/新民黨
頌安 葉榮 工黨
馬鞍山市中心 李子榮 /
碧湖 翁愛明 /
廣康 吳惠靈 工黨
廣源 宋子明 工黨
石蔭 尹兆堅 民主黨
盛康 梁偉文 民建聯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謝子祺無懼三號風球謝子祺無懼三號風球，，照落區爭取連任照落區爭取連任。。

◀黃冰芬(左)
將出戰沙田
碧湖區。

▼楊開永(左)
得到區內街
坊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