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慧琼：不怕風吹雨打想民所想
民建聯沙田區支部13名有意參選者昨日與支持

者逾百人於沙田政府合署門外舉行誓師大會。李
慧琼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及
沙田區地區人士到場為一眾參選人打氣。李慧
琼在誓師大會上表示，民建聯今年區議會選舉
口號仍是「實事求是 為您做事」，「因為我
們知道社區是需要更多人為市民做實事，但做
實事是很艱難，要不怕風吹雨打，要想市民所想
去服務。」
她續說，過去，違法「佔領」行動、立法會

拉布已令香港內傷，民建聯沙田區 13名戰將
要向全沙田、全香港展現服務的決心，未來
將會無懼風雨，本着「民生無小事」的態
度，繼續真誠為社區、真誠為香港，「市民
很清楚哪些人是搞破壞、哪些人是做實事的，
深信我們繼續實事求是，是可以爭取到市民的
信任。」她期望，11月 22日（區選投票日）
可將13名參選人全部送入沙田區議會，為香
港市民服務。

楊文銳：用心服務市民贏取信任
楊文銳表示，民建聯於現屆沙田區議會佔有8
席，期望今次派出13人參選，可力爭取得突破，
奪得雙位數的議席。他強調，未來選舉「硬仗連
連」，多個選區均面對公民黨、工黨、「人民力
量」的挑戰，不容輕視，但強調民建聯各參選人
會繼續努力做好自己，用心服務市民，贏取市民
的支持及信任。
楊文銳先後介紹各位參選人，呼籲市民支持。

一眾助選團及義工朋友則高呼「繼續用心 為市
民服務」、「同心同德 再接再厲」、「民建聯

一定得」等口號，為各參選人打氣，期望他們旗
開得勝。

葛珮帆：爭取建馬鞍山暖水泳池
爭取連任的現任頌安區議員葛珮帆表示，沙田

區各參選人已服務市民一段長時間，如自己在當
區已服務8年，相信市民會見到他們用心用力的
一面。未來，她會繼續與港鐵溝通，希望可盡早
增設東鐵月台幕門，並會促請有關當局在馬鞍山
區增建暖水游泳池。

李世榮：翻新街市重鋪環保路磚
同樣爭取連任的耀安區議員李世榮表示，過

去已完成了部分改善社區設施工程，如翻新街
市、重鋪環保路磚、翻新大廈外牆等。未來除
了繼續關注修橋補路等工程外，該區正面臨人
口老化及新生代湧現問題，他未來會加強軟服
務，如設法為家長提供託兒服務，讓他們可重
投勞工市場等。

王虎生：關注區內交通樓宇維修
接棒民建聯現任廣康區議員鄭楚江出選的王

虎生則指，他關注的是區內的交通及樓宇維修
問題，為當區居民爭取改善社區設施。本身是
法團主席的他又強調，「縱使自己對當區相當
熟悉，但議員及法團工作一定會分開，絕對不
會混在一起。」
已報名參選禾輋邨選區的，有報稱獨立的李

德華及「人民力量」的李煒鋒；頌安選區有工
黨葉榮；利安選區有報稱獨立的江卓偉；鞍泰
選區有報稱獨立的黃家勝及民主黨的游月華；
碧湖選區有報稱獨立的翁愛明、劉偉倫；廣康
選區則有工黨的吳惠靈。

選區 參選人
沙田市中心 黃自勇
禾輋邨 余倩雯
大圍 董健莉
穗禾 彭長緯
頌安 葛珮帆
錦濤 楊文銳
利安 羅棣萱
烏溪沙 蕭震然
耀安 李世榮
鞍泰 招文亮
大水坑 張子賢
碧湖 黃冰芬
廣康 王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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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誓師 13人戰沙田力爭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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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區議會換屆選舉為期兩周的提名程序已經啟

動，民建聯沙田區支部將派出13人，包括競逐連任、身兼立法會議員的葛珮帆參

選。民建聯沙田區支部主席楊文銳表示，雖然選戰硬仗連連，但仍期望可力爭於沙

田區取得突破，奪得雙位數議席。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強調，違法「佔領」行動、立

法會拉布已令香港內傷，但市民都很清楚哪些人是在搞破壞、哪些人是在做實事

的。她勉勵無懼風雨的13名參選人本着「民生無小事」的態度，繼續真誠為社區、

真誠為香港，爭取市民的信任和支持。 （尚有區選相關新聞刊A8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5
年區議會選舉日前開始接受提名，「佔
領」後首場選戰「山雨欲來」之際，西
貢區昨晨先迎來一場暴雨突襲，天文台
一度錄得每小時102毫米雨量記錄，達至
黑色暴雨警告指標。不過，暴雨未有
「淋熄」一眾建制派參選人服務市民的
熱情，他們無懼風雨，繼續落區接觸街
坊，更親赴水浸「重災區」向市民提供

支援，協助處理地區上出現的積水、設
施損壞等問題，「做地區工作，就是風
雨不改。」

李家良趕赴山泥傾瀉現場
在西貢離島選區競逐連任的民建聯李

家良表示，該區是水浸「重災區」。他
昨晨收到消息後便立即趕赴現場了解，
發覺現場出現山泥傾瀉、嚴重水浸等情
況，甚至有電單車因天雨路滑失事，現
場環境十分惡劣，但他仍第一時間通知
水務署、渠務署等部門，要求處理渠道
嚴重淤塞問題，「這就是區議員的工
作，一定要做。」
他又忙於與各村村長聯絡，了解他們

的需要及提供支援，並承諾市民會繼續
敦促當局改善北潭涌、大環、早禾等區
的水浸情況，「當局之前稱人手不足，
但經過今次暴雨後，希望政府一步一步
改善，否則市民的安全會受到威脅。」

温啟明察看屋邨積水渠塞
首次參選、在景林選區出戰的民建聯

社區幹事温啟明，昨晨6時半就到景林邨
擺設街站，爭取時間聆聽市民意見，並
察看屋邨積水、渠道淤塞等問題。他透
露，不少街坊見他冒着暴雨擺街站，紛
紛為他打氣加油，有老人家更着他「快
啲返去，安全第一」，「聽到都好窩
心，但做地區工作，就是風雨不改。」

周家樂巡視多處水浸黑點
同樣首次參選、在西貢健明選區出選的

民建聯助理統籌主任周家樂，昨晨無懼橫
風橫雨，如常在健明邨擺設街站，「每一
朝都會落區見街坊，即使落大雨，亦不擔
心自己的安全問題。」他表示，健明邨昨
日多處出現水浸，他即時到多個黑點視
察，並要求房署派人疏通渠道。
他又在現場提醒老人家小心地滑，特

別是扶手電梯位置，「這區有不少老人
家，每逢下大雨，都要提醒他們要格外
留神，避免跌倒。」
同區參選人包括「新民主同盟」現任

區議員梁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區議會取消委
任制，驅使不少扎根社區多年的建制派委任區議員決心
經受「選舉洗禮」。本身為南區委任區議員的楊默昨日
報名轉戰東區，挑戰盤踞南豐選區20多年、競逐連任
的民主黨區議員張國昌，希望一改區內長期缺乏長者設
施及託兒服務等老毛病，以個人的醫學專業及地區經
驗，為居民打造煥然一新的南豐。

望改善長者設施託兒服務
楊默昨日在支持者的陪同下，在鰂魚涌社區會堂前舉

行誓師大會。期間，他們高呼「你我同心，煥楊一新」
的口號，為楊默出戰南豐選區大張旗鼓震聲威。楊默批
評，張國昌盤踞南豐區20多年，但該區一直缺乏惠及

長者的社區設施，也沒有支援區內雙職年輕中產家庭的託兒服
務。同時，社區的康體活動設施過時兼不足，綠化環境或交通設
施配套10多年來未有優化，均令居民難以「住得有歸屬感」。

具醫學知識地區經驗豐富
為了令南豐有煥然一新的氣象，楊默希望以其多方面的優勢服務社

區。他表示，自己專責研究血液學、人體幹細胞及中藥研究等方面，
深明人類健康的重要性，故期望能利用專業貢獻社區，提高市民的健
康意識。同時，他在過去6年的區議員生涯中，一直服務以中產為主
的居民，深明市民訴求及幫助街坊爭取權益的方法，包括曾為街坊向
特區政府提交48份意見書，涵蓋醫學、科學交流、公民權利及香港
核心價值等議題。
身兼香港科學工作者協會主席的楊默又提到，自己經常帶領香

港科學界人士與內地交流，促進兩地互動發展，強調自己處事成
熟客觀、不偏激，絕不會讓地區事務陷於政治爭拗中。他相信，
中產居民同樣希望香港社會和諧發展，不再捲入政治漩渦中，呼
籲大家能在是次選舉，支持堅守「一國兩制」原則、為社區做實
事的候選人，向他投下信任的一票，給他一個機會與區內居民攜
手共建更美好的南豐。

西貢建制參選人 暴雨落區探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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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拚實績 掃走拉布怪

■■民建聯沙田區支部民建聯沙田區支部1313名區議會參選人與逾百支持者昨日在沙田政府合署外舉行誓師大會名區議會參選人與逾百支持者昨日在沙田政府合署外舉行誓師大會。。

■轉戰東區的楊默參選報名前舉行造勢會。 鄭治祖 攝

■李家良(右)冒雨走訪水浸「重災區」。

■■周家樂風雨無阻落區周家樂風雨無阻落區
擺設街站擺設街站，，聽取民意聽取民意。。

區選再接65份提名表
香港文匯報訊 區議會選舉18區的選舉主任昨日共接

獲65份提名表格，至今提名表格共561份。其中，沙田
昨日接獲19份提名表，令該區總參選人數有59人，暫為
全港最多，其次為東區的48份，觀塘的47份。
以下為昨日報名參選者：
香港島
中西區 4人
半山東 張翼雄 報稱獨立
大學 陳捷貴 報稱獨立
西環 莊榮輝 民主黨
正街 李志恒 /
東區 4人
太古城西 吳志隆 /
小西灣 朱日安 /
炮台山 羅榮焜 /
南豐 楊默 /
南區 4人
香港仔 文豪強 公民黨
海怡東 林啟暉 報稱獨立
海怡東 陳家洛 公民黨
置富 姚松炎 /
九龍
油尖旺 6人
富榮 李偉峰 民主黨
奧運 涂謹申 民主黨
櫻桃 林浩揚 民主黨
大南 莊永燦 西九新動力/經民聯
旺角東 謝卓男 報稱獨立
尖沙咀中 加利 /
深水埗 2人
荔枝角北 胡世全 /
南山、大坑東及大坑西 韋海英 西九新動力
九龍城 2人
嘉道理 劉學威 /
啓德北 林希婷 /
黃大仙 3人
龍上 周勵昌 報稱獨立
龍星 譚香文 前綫
天強 李浩然 公民黨
觀塘 3人
麗港城 鄧咏駿 報稱獨立
樂華北 馮錦源 /
樂華南 蘇冠聰 /
新界
荃灣 2人
汀深 鄭承隆 /
石圍角 賴文輝 /
屯門 1人
良景 官東榮 /
元朗 3人
元龍 王威信 新民黨
逸澤 黃遠輝 /
天恒 張國棟 /
北區 1人
石湖墟 劉匡健 /
大埔 2人
大埔滘 陳笑權 /
運頭塘 余智榮 /
西貢 3人
都善 張展鵬 /
富君 石遠康 /
運亨 黎子華 報稱獨立
沙田 19人
沙田市中心 黃自勇 民建聯
瀝源 黃浩銘 社民連
禾輋邨 余倩雯 民建聯
禾輋邨 李煒鋒 人民力量
顯嘉 莫偉雄 民主黨
徑口 吳錦雄 民主黨
大圍 董健莉 民建聯
穗禾 彭長緯 民建聯
頌安 葛佩帆 民建聯
錦濤 楊文銳 民建聯
富龍 曾素麗 民主黨
烏溪沙 蕭震然 民建聯
烏溪沙 李永成 民主黨
錦英 丁仕元 民主黨
恒安 鄭則文 民主黨
鞍泰 招文亮 民建聯
鞍泰 游月華 民主黨
大水坑 張子賢 民建聯
廣康 王虎生 民建聯
葵青 4人
葵盛東邨 梁廣昌 報稱獨立
安蔭 梁子穎 工聯會
葵盛西邨 劉美璐 工聯會
青衣邨 鄭曉玲 /
離島 2人
逸東邨北 鄧家彪 工聯會
南丫及蒲台 余麗芬 民建聯
昨日獲提名人士的資料已上載到選舉網站（www.
elections.gov.hk/dc2015/chi/nominat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