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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區議會選舉提名期前日結束，派出171人參選的民建聯，有20人在

無競爭對手下自動當選。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接受本報獨家訪問時表示，民

建聯地區工作扎實穩固，自動當選反映該黨深得市民支持和認同。她形容今屆

區選挑戰大，因這是違法「佔領」行動及政改表決後首場大型選舉，有很多不

確定因素，但她對民建聯選情有信心，期望議席比上屆有增長，呼籲市民支持

「實事求是，為您做事」的民建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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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舉前日截止報名，最終共951
人競逐全港18區共431個議席，其

中最少66人估計將自動當選，民建聯佔20
人，其餘大部分為工聯會、新民黨等建制
黨派的參選人。
李慧琼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民建聯有20人自動當選，反映該黨的
地區工作得到市民廣泛支持和認同，「區
選只需10個提名便可參選，如果你的地區
工作不夠扎實，很多人都可以隨時參選挑
戰你，所以民建聯有不少人自動當選，某
程度也反映我們的地區工作扎實。」

指反對派不缺蛇齋餅糉
李慧琼不認同建制派資源豐富令反對派
無力挑戰，指反對派今次集中出選勝算較
高的地區，地區資源也相當充足，「蛇齋
餅糉都不缺。」她又反駁反對派經常聲
稱，建制派依靠「蛇齋餅糉」壟斷區議
會，所有區選民選議席都由選民一人一票
選出，而且參選門檻極低，「任何人都可
以參選，你不去經營是你的選擇，不能說
某些黨派壟斷了區議會。」
她指出，所謂「蛇齋餅糉」只是一種
「聯誼手段」，以便與市民有更多認識和
溝通，「我觀察所有參選人，幾乎都有
做，我相信無人會否認」，但強調這不是
致勝關鍵，「如果是致勝關鍵，為何不是
餅店老闆當選？……（『蛇齋餅糉』）肯
定不是市民去考慮是否選某名議員的最重
要條件。」

無對手選區減證競爭大
被問及民建聯整體區選形勢，李慧琼形
容是「挑戰大，有信心」。她解釋，民建
聯在2011年區選有31人自動當選，今屆
跌至20人，反映今屆區選競爭激烈，且今
次是「佔領」行動及政改表決後首場大型
選舉，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如果只按過
往模式推算，可能是過分簡單化……究竟
有多少反『佔中』、反拉布的市民忍不住
出來投票，其實是一個問號。同樣地，有
多少支持『佔中』的年輕人會投票，也是
未知之數。」
不過，李慧琼強調，她對民建聯地區幹
事、議員的工作有信心，不擔心政改、
「鉛水」等事件會影響選情，「我們的工
作一定不比其他政黨弱。」

171參選人經挑選培訓
她又介紹，民建聯今次派出171人參

選，平均年齡45歲，因為從政年輕化、專
業化是大勢所趨，該黨亦一直注重培養年
輕人參選，「所以派出171人參選，並非
無緣無故或『充數』，所有參選人都是經
過支部挑選、觀察和培訓，才獲推薦出
選。」她期望議席比上屆有增長，「大家
齊心協力去做。」

以地區民生議題為賣點
李慧琼強調，民建聯在區選不會以政治
議題為主打，大部分參選人都以地區、民
生議題為主要賣點，「『實事求是，為您
做事』是我們的參選口號，市民的願望就
是希望區議員為他們做事，解決問題。」
但她強調，民建聯不會迴避政治議題，倘
對手以此攻擊該黨，他們必定會還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身是九龍
城土瓜灣北區議員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
區選截止報名前夕，突然面對「傘兵」沈泰
鋒、「香港關注會」林依麗的挑戰。李慧琼
昨日在訪問中笑言，她從沒想過自己會自動
當選，只是早前有反對派媒體大肆報道她未
有對手，「吸引」了「傘兵」報名「挑
機」。她直言，年輕人希望透過參選改變社

區其實是一件好事，反可讓他們知道建設社
區並不容易，「唔係發動一場『佔領』、只
講理念，就可以做到。」
李慧琼於2012年循區議會（第二）功能界
別（俗稱「超級區議會」）躋身立法會，倘
明年要繼續競逐「超區」議席，首先要在九
龍城土瓜灣北選區成功連任。
自1999年首次參選區議會並連任至今的李

慧琼說，自己是以地區工作實績爭取選民支
持，「我熟悉社區、對社區有深厚感情」，
期望繼續在區議會為市民發聲，特別是舊區
重建、活化等問題，並要求政府改善區內民
娛設施。

籲公平參選勿抹黑
面對「傘兵」沈泰鋒、曾參選立法會的

「香港關注會」林依麗的挑戰，李慧琼強調
只會做好自己，「我唔理有幾多候選人，最
緊要公平選舉，唔好抹黑。」

地區建設需要付出
對於「佔領」行動後衍生的「傘後組織」
在多區派人參選，李慧琼指出，「傘兵」不
一定是無能力、無經驗，但「傘兵」勝算高
恐怕也非事實，要視乎每區參選人的投入程
度。她認為，若有年輕人不滿社會現況、希
望透過區議會改變社區，其實並非壞事，起
碼可讓他們知道建設社區是需要付出，「唔
係發動一場『佔領』、只講理念，就可以做
到。」
被問到明年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的

部署，李慧琼說，從政黨的生命力來說，她
希望爭取更多議席，倘民建聯在選舉部署方
面多下功夫，有條件取得兩個「超區」議
席，但具體部署要留待區選後再作商討。

「傘兵」落場可體會不能得把口講

民建聯今年4月改選，身兼行政會議、立法會
及區議會「三料議員」的李慧琼（Starry），以

41歲之齡成為民建聯首位女主席。當選半年，隨即要面對「佔
領」行動及政改後首場全港選舉，首次領軍的Starry在訪問中
坦言，對今次選舉感到戰戰兢兢，幸得黨內前輩指點教路，期
望將壓力變成動力。她又感謝丈夫和女兒的全力支持，令她沒
有後顧之憂。
民建聯貴為全港擁有最多區議員的政黨，Starry在訪問中

直言，對首次領軍出戰感到「戰戰兢兢、步步小心」，「壓
力一定有，唯有將壓力變成動力。」她為此曾向民建聯前主
席譚耀宗請教，「好幸運民建聯有好多前輩，無論在什麼位
置，都樂意去提攜和支持後輩，就算是（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陳鑑林不選區議會，也給我很多寶貴意見。」
Starry又說，現年13歲、就讀初中的女兒全力支持她繼續

參選，「女兒現在相對獨立，開始理解我的抱負、工作需要
和性質，幸好有家人支持，其實現在更有條件去從政」，又
特別感謝丈夫的無私付出，身體力行支持她參選，令她沒有
後顧之憂。她笑言會邀請女兒為她助選，相信女兒會十分樂
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一姐」首領軍
壓力化動力

&
�

民建聯今次派出171人
參選區議會選舉，人數是
全港各政團之中最多，其
中有 36 人首次參選，最
年輕的參選者僅 24 歲，

另有3人在區議會取消委任制後轉戰直
選，包括副主席周浩鼎等。區選提名期
前日結束，民建聯有20人料將自動當
選，包括現任議員蔡素玉、柯創盛等。

民建聯中央委員會本月初舉行會議，
通過派出171人參加區選，其中111名
現任區議員角逐連任，36 人首次參
選，3名委任議員轉戰直選，包括黃國
恩、周浩鼎及陳博智，另有10名現任
區議員交棒予新人。參選的171人平均
年齡約為45歲，最年輕者為24歲，35
歲或以下有51人，大學學歷或以上程
度者佔109人。

5名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葛珮帆、陳
恒鑌、鍾樹根及梁志祥在本身選區角逐
連任，而葉國謙則在中西區觀龍退下火
線，交棒予其助理楊開永。

李慧琼當時表示，民建聯繼續以「實
事求是，為您做事」為競選口號，因經
過過去紛擾的一年，很多市民對社會爭
拗及分化感到非常厭倦，希望社會回歸
穩定，經濟重拾發展，特區政府可以聚
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該黨會繼續以
實事求是、為市民做事為工作態度，在
地區推動建設，在社會推動進步，希望
與香港市民一起繼續發展。

監察政府施政 專注地區服務
她續說，民建聯扎根地區，透過區議

員及支部用心服務市民，將市民訴求整
理成參選政綱，深信市民期望區議員能
夠踏踏實實，為他們處理日常面對的難
題，該黨會繼續用踏實、有承擔的工作
作風，在社區為市民做實事，繼續推動
改善社區設施、改善居住環境等，並以
「是其是，非其非」的信念、「社區無
小事」的態度，積極監察特區政府施
政，為廣大市民服務，令市民能安居樂
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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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早前為民建聯大埔李慧琼早前為民建聯大埔
區參選團隊打氣區參選團隊打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慧琼在訪問中介
紹民建聯今屆區選部
署。 彭子文 攝

■李慧琼表示，
民建聯有 20人
自動當選，反映
該黨地區工作獲
市民認同。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所謂民生無小事。
一個稱職的區議員，必須
時刻將服務街坊放在第一
位。競逐大埔舊墟及太湖
選區連任的民建聯現任區
議員張國慧，昨晨在完成
街站後接獲街坊反映，江
角路省躬草堂外爆水管。
他即刻趕到現場了解情
況，並得悉水務署人員已

在場緊急搶修，並關閉了主喉管以制止水源流失。
參選舊墟及太湖選區的，還包括在報名參選時報稱

獨立，但一直以「埔向晴天」社區主任為名在區內活
動的劉勇威。

江角路爆水管
張國慧即查看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反對派為爭位而內訌不

斷。「傘後組織」之一、「2047香港監察」成員錢家和
宣稱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會出選灣仔司徒拔道選區，卻
「撞」着另一「傘後團體」、「灣仔廣義」的區麗莊，
其後錢家和被迫讓路。「2047香港監察」召集人、自稱
「 佔中十死士」之一的錢志健，昨日撰文批評此舉是
有人「霸王硬上弓」，更稱該組織因是次事件而「受到
個別人士不必要的網絡滋擾」，或已違反選舉條例。被
批評的「民主動力」昨日則發聲明回應稱，事件只是
「誤會」。

錢志健撰文怨霸王硬上弓
為延續違法「佔領」的影響力，「佔中三丑」之一的
陳健民等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支持多個所謂「傘後組
織」出選，其間出現了錢家和及區麗莊「撞區」事件。
身為支持違法「佔領」者之一的錢志健，一度表明錢家
和無意退選，但其後就宣佈錢為「顧全大局」而轉區，

並批評負責反對派選舉協調的「民主動力」發佈
「『2047 香港監察』不在協調名單內」的資訊不實，
又批評陳健民「莫名其妙」。
不過，錢志健似乎「餘怒未息」。他昨日在報章發表
題為《區選協調不能踩過界》文章，其以若有所指地
稱，「在我而言，或許和普通人的想法也一樣，不希望
一個選區的區議員是千世萬世地自動當選。更甚的例
子，是一代傳一代的另類霸權。……在『泛民』的協調
機制下，又是否完美？如何處理『撞區』的問題？假如
協調機制出現了甩轆事件，又該如何處理？」
他在文中稱，「2047香港監察」一直歡迎理性的協

調，但協調不到的時候不能強迫別人調區參選，「協調
就是協調，再進一步霸王硬上弓就會變了踩過界，形成
高壓手段式的協商。更嚴重就是迫使別人離開或退出，
也是違法行為，任何人也不應踩界。」
錢志健聲言，該組織受到個別人士不必要的網絡滋

擾，更「警告」稱：「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對候選人或準候選人使用武力或威迫性
手段，或威脅對候選人或準候選人使用武力或威迫手
段的行為也是舞弊行為。任何人作出以下行為，即屬
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對另一人使用武力或威脅的
手段，或威脅對另一人施用武力或威脅手段，以影響
該另一人或第三者在選舉中參選或不參選；或撤回接
受提名。」

「民動」賴「傘兵」多難協調
「民主動力」同日發表聲明辯稱，他們作為反對派的
協調組織，參與協調會議及機制只涵蓋八大政黨組織，
惟「佔領」後的「傘後組織」眾多 ，他們「已盡最大
努力進行溝通及平等的友好協商」，但眾多「傘後組
織」「沒有必然性及其義務向本會提供及更新（參選資
訊）」。因此，該會只可以力求資訊完善，但「因為人
力資源的關係」，未能確保其完整性，在選區資料上有
誤差是「沒法完全避免」的，又稱對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表示歉意。
司徒拔道選區參選人還包括黃宏泰。跑馬地選區參選

人還包括吳錦津。

涉迫「傘兵」轉區「民動」被批或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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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慧張國慧
昨赴現場昨赴現場
視察爆水視察爆水
管情況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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