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建聯現任新界西立法會議員
譚耀宗雖已明言退下來，不再尋
求連任，但他仍心繫黨內兄弟選
情。他在梁志祥的政綱宣傳單張
上以《懇請支持梁志祥團隊》為

題撰文，形容今次選情激烈，呼籲新界西選民
可集中選票，支持梁志祥團隊當選。

譚Sir表示，梁志祥過去一直和他並肩作戰，

並在多個民生範疇上不遺餘力，「梁志祥在打
擊『假難民』、反對『黑金政治』及推動新界
西交通規劃建設上不遺餘力！」

他指，今次的立法會選舉，選情非常激烈，
故懇請新界西選民集中選票，支持梁志祥團隊
「為理拼搏」，讓他能順利進入議會繼續監督
特區政府，改善施政。

■記者 姚嘉華

譚Sir：選情激烈 集中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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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以
「為理拼搏」為競選口號的民建聯新
界西梁志祥參選團隊，昨日正式報
名。排名單首位的民建聯現任立法會
議員梁志祥批評，反對派近年在議會
不斷作惡，利用民生和經濟問題成為
政治工具，令香港社會不能前進，也
影響了香港的經濟發展，令人對此感
到深惡痛絕。他強調，民建聯一直都
堅決反對議會暴力，自己走出來競選
連任，就是要將反對派的所作所為告
知全香港市民，並期望香港市民能將
這些破壞議會秩序的人踢出議會。

「支持梁志祥！支持民建聯！」民建聯新界西梁志祥
團隊昨日到葵興民政事務處報名參選，民建聯會

務顧問譚耀宗到場支持。
梁志祥在報名前表示，反對派近年在議會不斷作惡，「因

為反對派的不斷作惡，令到我們議會無辦法做到正常的議事
程序。過去這數年，立法會不斷點人數，不斷地拉布，淨是
點人數已經浪費了二百多小時，有人扔玻璃杯、潑墨，甚至
圍堵主持，令議案不能通過。」

深惡痛絕醫生註冊例遭拉倒
他批評，反對派利用民生和經濟問題，成為政治工具，令

到香港社會不能前進，也影響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對此感到
深惡痛絕，「在一些重要法案，包括《2016年醫生註冊（修
訂）條例草案》，亦都遭到暴力拉倒，使到市民期望得到的
法案都過不到，這些都是我們深惡痛絕的。」
梁志祥強調，民建聯一直堅決反對議會暴力，「我們作為
民建聯的團隊，在議會一直以來都堅決反對，用盡方法去抵
制這些拉布、議會暴力行為，令議事程序及議會文化可以正
常化。」他今次選擇再走出來競選連任，就是要將反對派的
所作所為告知全香港市民。

政綱首重交通長者等問題
他又介紹了自己的參選政綱，着重的是改善新界西的地區

民生問題，包括改善新界西交通問題，特別是區內搭車難，
港鐵西鐵線的載客率高達104%。他會要求特區政府改善交通
配套、增加西鐵列車車卡等。
同時，他又關注長者問題，要求特區政府落實全民退休保
障、放寬長者生活津貼資產上限等。還有反對領展壟斷、要
求特區政府加入興建更多街市、改善區內醫療服務、改善新
界西治安等（見另稿）。

選情激烈 用「汗水」換支持
被問到如何評估選情時，梁志祥表示，目前仍是樂觀、有
信心的，但相信新界西的選情也是激烈，「估計新西將會有
18隊至19隊報名參選，單是建制派都會超過6隊。」故此，
他未來將會與團隊成員積極落區，向市民宣傳他們的政治理
念及民生政綱，用自身的汗水動員市民，呼籲他們全力支持
民建聯。
新界西參選團隊還包括民建聯的陳恒鑌團隊，新民黨的田
北辰團隊，獨立的何君堯，自由黨的周永勤，民協的馮檢
基，街工黃潤達，「青年新政」的黃俊傑，「香港民族黨」
的陳浩天，「土地正義聯盟」的朱凱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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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新界西梁

志祥團隊昨日在網
上發表2016年立法
會選舉參選政綱。
立足香港，以港為

家的他們承諾，將會以維護本地居
民利益和文化特色為己任，堅定維
護「一國兩制」，及反對一切「港
獨」主張。團隊相信，社會撕裂並
沒有贏家，暴力抗爭更不是出路。
他們未來會繼續堅持履行積極監察

者角色，是其是，非其非，幫助特
區政府改善施政。
梁志祥團隊在政綱宣言中表示，

他們均是立足香港，以港為家，以
維護本地居民利益和文化特色為己
任，堅定維護「一國兩制」，致力
保持香港的獨特性，包括生活方
式、價值及制度等，但表明反對
「港獨」主張，「我們反對自我隔
絕，排他揚己：反對以 『本土』包
裝『港獨』，及一切將香港從國家

分離的主張。」
他們續指，在主張致力保持香港文

化特色的同時，也會進一步加強香港
的對外聯繫，務實處理在與內地合作
及交流中出現的問題。

遵秩序追求優質民主
他們強調，法治是香港社會的基

石，反對以民主之名衝擊法治、破壞
社會秩序，「我們追求優質民主，尊
重秩序，堅持理性參與公共政策討

論，反對粗暴謾罵、打壓不同意見
的做法。」
梁志祥團隊又列出了十大政綱，

包括在交通、治安、抗霸權、房屋等
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議。
他們承諾，將會繼續要求特區政府

善用財政儲備，關顧基層及中產、幫
助老弱，打破跨代貧窮，增加公營房
屋供應，縮窄貧富差距。
他們又主張，特區政府必須擔當市

場監察者的角色，阻止危害公平競爭
的行為，遏止壟斷及瓜分市場的活
動，維護一個公平、開放及廉潔的營
商環境。 ■記者 姚嘉華

保「獨特」反「獨立」擔監察挺施政

經濟學者曾淵滄昨日在出席何君
堯的誓師大會時坦言，自己是新加
坡出生的香港人，19 年前回港教
學，那時香港經濟領先新加坡；現
在，新加坡不僅反超香港，新加坡

人實際購買力中位數已接近香港的兩倍。他說，香
港發展下滑，因為將力量耗費在政治鬥爭上，真是
個很「無厘頭」的鬥爭。

他指，有些人發起鬥爭，明明就是為了「搞衰」
香港，因為香港「衰咗」，才能證明回歸是錯誤
的，「一國兩制」是錯誤的；偏偏媒體爭相報道這
些人，亦偏偏有些人相信他們。所以，他要出來支
持何君堯，因為何君堯敢於站出來要「撥亂反
正」、「破格求變」；更多的人站出來趕走那些政
客，香港才能消除這些無謂的政治鬥爭。

李力持挺何入議會「排毒」
著名導演李力持則表示，現在的立法會「好白癡」，連累

了全香港。
他說，立法會病了，全是病毒，所以希望多點正常人進去

消消毒。「何君堯不僅是正常人，還是我們的精英，所以我
支持何君堯進立法會，清除病毒。」 ■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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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屯門良田村原居民、
香港律師會前主席何君堯，昨日在屯門仁愛廣場舉行
參選立法會新界西直選議席誓師大會，獲得各界十餘
團體鼎力支持，組隊參加撐場，總人數接近千人。何
君堯在會上宣誓，當選後一定成為新界居民於立法會
的代言人。同時要為香港人趕走黨爭，團結每一位真
心為香港好的人士，建設美好香港。
何君堯以獨立身份參選立法會新界西直選議席，
以「撥亂反正、破格求變」為競選口號，政綱包括
反對拉布、發展環保產業、關注中產和青年等。
到場支持的團體包括新界關注大聯盟及村代表、
香港新界地產代理商聯會、元朗青年商會、屯門家
長教師會聯會、蝴蝶灣沙灘之友、香港潮汕客屬聯
誼總會、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香港廣西社團總
會、香港黃埔各界聯合會、河源源城同鄉會、河源
龍川同鄉會、福建社團總會、福建僑民會、香港再
生資源總會、全港飲食大聯盟、香港律師會及法律
界、香港公民協會等。
資深時政評論員、經濟學者曾淵滄，和著名導演
李力持亦到場支持（見另稿）。

開明建制派 建美好香港
誓師大會氣氛熱鬧，舉行了精彩的醒獅表演。何君
堯對那麼多街坊到場支持十分感動。他表示，旁人認
為他是建制派，他承認他是開明的建制派，是要為香
港建立開明的制度，為社會打造更好的制度的建制
派。他要為香港人趕走黨爭，團結每一位真心為香港
好的人士，建設美好香港。
他又將家人、同事、同鄉和各社團代表逐一叫上

前台，介紹給支持者認識。他表示，「珍惜眼前
人，有家人的支持，村民的支持，才有今天的我。
我是屯門良田村人，也是香港的惠州客家人，我太
太是福建人，我也是半個福建人。我們所有人都有
共同點，就是都是香港人，都是新界人。」

重填《獅子山下》無畏無懼
他又指，我參選立法會，就是要為大家發聲，趕

走拉布，發展經濟，發展環保產業，關注改善中產
階層，為青年創造更多上游的機會。我在這裡謹此
發誓，我當選後一定致力完成政綱，一定做你們的

代言人，為大家發聲！」
大會並將名曲《獅子山下》重新填詞，一齊合唱，
歌詞大意為「何必狗咬狗骨，拉布令人有淚，我們大
家為拉布付出代價，令香港生活轉差……何君堯令我
誓追隨，無畏更無懼，同選香港精英，攜手踏平崎
嶇，我們大家用手中一票，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已報名參選立法會新界西的名單有民建聯陳恒鑌

團隊、民建聯梁志祥團隊、新民黨田北辰、自由黨
周永勤、民協馮檢基、「青年新政」黃俊傑、「香
港民族黨」陳浩天、街坊工友服務處黃潤達，以及
「土地正義聯盟」的朱凱廸。

何君堯千人誓師 代言新界倡團結

■■民建聯梁志祥民建聯梁志祥（（左三左三））
團隊昨日報名參選新界西團隊昨日報名參選新界西
議席議席，，譚耀宗譚耀宗（（右三右三））到到
場力撐場力撐。。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家人、
同事及十
餘名團體
代表近千
人到場支
持 何 君
堯。

殷翔攝

■何君堯和支持者在誓師大會為醒獅點睛。 殷翔攝

20162016年年77月月2121日日（（星期四星期四））A4 ■責任編輯：汪 洋2016立法會選舉9 月 4 日 (星期日)

梁志祥「為理拼搏」報效新西
批反對派作惡損民生經濟 盼市民踢走「拉布怪」

提名

■譚耀宗在梁志祥的政綱宣傳單張上撰文。

梁志祥團隊政綱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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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民建聯新界西梁志祥團隊

整理：姚嘉華

■完善屯門公路轉車站設施及轉車
路線安排

■回購大欖隧道及西隧，減低交通費

■興建政府擁有的「社區商場」，
抗領展壟斷

■以港鐵股息成立「票價基金」補
貼車費

■堵截「假難民」，維護社會治安

■徹查「黑金政治」，促進廉潔

■盡快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放寬長者生活津貼資產上限

■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切實落實「3
年上樓」承諾

■加快興建元朗青年宿舍，爭取屯
門加建同類設施

■加快擴建屯門醫院，增聘人手

■加快天水圍醫院投入服務，增加
博愛醫院床位

■加快發展洪水橋及元朗南、落馬
洲河套教育及創意產業區

■加快落實大嶼山發展計劃，推動
離島經濟發展

■維護家庭價值，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盡快全面落實免費幼兒教育，檢討教
育制度，減輕中小學生學習壓力

■加快改造及美化元朗明渠及天水
圍明渠；美化屯門河

■保護圍村文化，開展大嶼山、南
生圍、白泥、流浮山綠色旅遊

■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逐步將勞工假納入為有薪法定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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