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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嘉參選 被讚年輕專業高質
代表廠商會角逐工業界（二）施榮懷李秀恒鍾國斌等力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家駿）立法會工業界（第二）現任

議員林大輝不再競逐連任，中華廠商聯合會派出副會長吳永嘉

參選。吳永嘉昨日正式報名，並獲廠商會永遠名譽會長施榮

懷、會長李秀恒等十多人到場支持，大讚他了解業界又有法律

專業知識，「係年輕、專業、高水平嘅新一代。」吳永嘉強

調，若當選一定會將一些重大議題，帶到廠商會徵詢同事及會

員的意見，然後直接向政府反映。

提名

吳永嘉昨日到位於九龍城協調道的工業
貿易大樓正式報名參選。他表示，非

常榮幸能夠代表廠商會參選立法會工業界
（第二）功能界別，並指自己在廠商會服務
多年，深明廠商會為社會、工業界及工商界
做了很多實事。

重大議題定徵詢同事會員
他強調，如果能夠當選成為廠商會在議會

中的代表，一定會將一些重大議題帶回廠商
會徵詢同事及會員的意見，然後直接向政府
反映。
被問及是否支持特首梁振英連任，吳永嘉

表示言之尚早，但認同現屆特區政府及梁振
英在民生及土地問題上花了好多工夫，令香
港樓價有所壓抑甚至是回落，直接幫到香港
市民，相信市民對於特首表現自有定論。此
外，他並不同意特區政府推動政策時傾斜工
商界的說法，「睇唔到有特別照顧」，續指

現屆政府開展了強積金對沖問題討論，也加
深標準工時討論。

香港基本法是「小憲法」
吳永嘉又表示，已簽署了選管會的確認

書，認為該確認書只是將香港基本法內部分
一直存在的條文，抽出來讓參選人簽署，重
申自己遵守相關法律，看不到有不簽的理
由。他強調，香港基本法是「小憲法」，作
為香港市民理應遵守，也相信大部分市民都
會認同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法治精神是香
港的基石。

李秀恒：把理性務實聲音帶入立會
到場支持的李秀恒表示，廠商會向來團

結一致、上下一心，將會全力支持吳永嘉
出選立法會，又指吳永嘉在廠商會服務多
年，不但了解廠商會的業務，同時也對廠
商會工作非常有熱誠，故對其參選非常有

信心。他指出，近年議會經常浪費時間在
政治爭拗問題上，業界認為是不必要的，
也令社會虛耗資源，希望吳永嘉能夠成功
當選，將理性務實的聲音帶入立法會內，
在經濟低迷的時刻，為業界創造新出路，
振興香港經濟。他又指，廠商會未來會進
行市場、經濟及政策等各類研究，並將研
究結果建議給政府，真正在經濟方面多做
實事。

施榮懷讚年輕專業高水平
施榮懷則指，非常慶幸吳永嘉能夠代表廠

商會參選，認為他本身是律師，同時也從事
工業界，在廠商會服務多年，擔任廠商會政
治及社會委員會主席等，對本港政治、民生
及經濟等議題相當熟悉，「係年輕、專業、
高水平嘅新一代」，相信吳永嘉能勝任立法
會議員，妥善管理未來在會上的挑戰。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鍾國斌昨日亦有到場。
他表示，自己與吳永嘉份屬「老友」，認為
他在廠商會擔任副會長，不但了解工商業，
同時也擁有法律專業背景，是代表廠商會參
選的適合人選。他又指，未來的議會也需要
這類型的議員，並建議吳若成為議會「新
仔」，要「勤力」熟讀議事規則。
此外，現任立法會商界（第二）功能界別

議員廖長江，昨日亦報名競逐連任。

■■吳永嘉吳永嘉（（左八左八））參選工業界參選工業界((第二第二))功能界別功能界別，，獲李秀獲李秀
恒恒、、施榮懷等大力支持施榮懷等大力支持，，並陪同遞交報名表並陪同遞交報名表。。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的樓價
雖已稍為回落，但仍非
人人可以負擔，居屋仍
是不少市民買樓首選。
新一期居屋昨日開始揀
樓，競逐連任新界東直
選議席的民建聯現任議
員陳克勤亦在網上闡釋
其房屋方面的政綱，包
括爭取政府增加公營房
屋供應，加快興建公屋
及居屋單位。
陳克勤參選團隊提出

6大政綱，其中一項便是增加公營房屋供應。他昨日在其面書
專頁發佈的帖文便說，房屋就等於基本需要，又反問：「沒
有居住的地方，哪有生活的空間？」
他認為，不論是老年、中年、青年人，也不論貧富，均應

有一個理想的居所。政府一定要構建「住屋階梯」，讓不同
經濟能力的市民，都能擁有安定的居所。

籲重推「夾屋」「租置」完善置業階梯
他又向選民承諾，會向政府爭取加快興建公屋及居屋單

位；重推「夾屋」、「租置」、私人參建居屋及混合發展，
建立更完整的置業階梯；並為紓緩劏房及基層租戶的財政壓
力，向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申請人，提供過渡性租金津貼。
已報名參加新界東直選的還有：民建聯葛珮帆、工聯會鄧

家彪、新民黨容海恩、自由黨李梓敬、侯志強、獨立方國珊、「民主
思路」麥嘉、民主黨林卓廷、公民黨楊岳橋、工黨張超雄、社民連
梁國雄、「人民力量」陳志全、「新民主同盟」范國威、「本土民主
前線」梁天琦、「正義聯盟」李偲嫣。

克
勤
促
加
快
建
公
營
房
屋
惠
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參加
立法會港島區直選的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近日雖馬不停蹄出席活動，但
仍不斷為民發聲。日前她便致函城規
會，反對將柴灣一幅工業用地改劃為
靈灰安置所，以免滋擾附近居民。她
又參與一個寵物嘉年華活動，並認為
香港應多建寵物公園，增進人與寵物
之間的感情。

憂掃墓人流影響交通
葉劉淑儀昨日在facebook上表示，上

周五已致函城規會，反對嘉里貨倉欲將
旗下位於柴灣嘉業街的工業用地，改劃

作靈灰安置所用途。她解釋，若申請獲批，該處將興建一幢樓高15層、
提供約8.2萬個龕位的骨灰龕大樓，掃墓時節將引來數以萬計人流，對當
地交通將造成沉重負擔。她表示，已接獲藍灣半島業主委員會求助，指居
民對此建議極為憂慮。因此她促請城規會委員審理申請時，能認真考慮當
區居民憂慮，否決此項申請。
此外，日前葉劉淑儀路過中西區屋蘭士街寵物公園時，發現正在舉

行「小小寵物嘉年華」。她說，其中一隻極受歡迎的金毛尋回犬「bob-
by」，令她想起當年在飛鵝山居住時飼養的兩隻退休警犬，指牠們既聽
話，個性亦友善馴良，令她至今仍然懷念。
她贊成香港應多設寵物公園，讓寵物有更多活動空間，亦可增進人

與寵物之間的感情。
已報名參加港島區直選的名單還有：民建聯張國鈞、工聯會郭偉強、

民主黨許智峯、公民黨陳淑莊、「香港眾志」羅冠聰、「熱血公民」鄭錦
滿、「民主思路」黃梓謙、沈志超、王維基及司馬文。

葉太反對貨倉變龕場
促多建寵物公園

■葉劉淑儀參加寵物嘉年華。
fb圖片

■陳克勤的6大政綱之一，是增加
公營房屋供應。 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議
員必須不時落區，親身與居民見面
交流，才可了解社區事務。已報名
參選立法會「超級區議會」的民建
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親自到訪灣仔
及北角區，並得知兩區分別出現康
樂設施老化及街道臭氣問題，承諾
會與黨內區議員跟進。

發現公園設施老化需更新
李慧琼昨天的行程緊密，根據其

facebook專頁，她一早已發帖向灣仔
區的街坊說早晨，並表示她巡視區內
的公園後，發現很多康樂設施已經老
化，需要更新。她承諾會連同區議
員一起督促康文署作出改善，以求盡
早更換及改進，與時並進。

其後，她再到有「小福建」之稱
的北角春秧街，並即席進行數次直
播，介紹街上店舖出售的福建特色
食品，以示對本土生產食品的支
持。
此外，她在街市有街坊向她反

映，指該處衛生環境欠佳，更發出
臭味，天氣炎熱時情況更嚴重。她
得悉後即着街坊放心，表示會聯同
區議員向食環署反映，努力跟進處
理，令街坊感到滿意。
已報名參選「超級區議會」的名

單還有：民建聯周浩鼎、工聯會王
國興、民主黨涂謹申、民主黨鄺俊
宇、公民黨陳琬琛、民協何啟明、
「街工」梁耀忠、「新民主同盟」
關永業。

李慧琼訪灣仔北角跟進市容

■李慧琼巡視灣仔區公園後，發現很多康樂設施已經老化，需要更新。
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建聯前主席兼立法會議
員譚耀宗在下屆立法會將退下火線，參加新界西直選競逐
連任的民建聯陳恒鑌，昨晨與譚耀宗進行Live Chat直
播。譚Sir 寄語新一代議員要實事求事，也要「接地
氣」，遵守議會規則，並期望下一屆議會可以正常運作，
服務市民。
陳恒鑌昨日與譚耀宗對談時，說起兩人過往一段趣事。

原來當年陳恒鑌未為人所識時，曾有記者以為他和譚Sir
是父子。譚耀宗回應說，兩人樣貌並不算相似，但可能大
家共事多年，因此潛移默化，令他們說話風格一樣較慢、
較斯文，不喜歡說一些有攻擊性的侮辱說話。

夠貼地才會獲得認同
譚Sir指出，民建聯用過的口號「老老土土、服務最

好」，其實並非壞事。他認為，老土不是指與時代脫節，
而是實事求是、踏踏實實。年輕人有創意、有理想當然是
好，但譚Sir同時寄語年輕人做事時就要實事求是，並要
夠貼地，才會獲得認同，認為在兩者間取得平衡十分重
要。
談到今屆立法會因拉布浪費不少時間，譚Sir直言「搞

到咁，個心好唔舒服」，認為有部分人根本並非做實事，
而是浪費時間，批評他們成事不足。他期望下屆立法會在新一代議
員的參與下可以正常運作，囑咐陳恒鑌未來在議會要起帶動作用，
做得更好。他又強調，議會有傳統、規則，新一輩議員也應依循。
已報名參加新界西直選的還有：民建聯梁志祥、工聯會麥美娟、

新民黨田北辰、自由黨周永勤、獨立何君堯、公民黨郭家麒、民主
黨尹兆堅、民協馮檢基、「街工」黃潤達、朱凱迪、工黨李卓人、
「社民連」黃浩銘、「青年新政」黃俊傑、「香港民族黨」陳浩天
及湯詠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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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鑌與譚耀宗作真情對談。 網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捕捉
寵物小精靈的手機遊戲熱爆全城，多
名即將參與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也暫
時放下繁忙的選戰行程，與眾同樂。
多名已報名的參選人昨日除了在其
facebook專頁分享自己玩遊戲的情況
外，也向在街頭玩此手遊的「精靈訓
練員」作出溫馨提示，希望大家注意
安全。
原來已報名參加九龍西地區直

選、爭取連任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也是小精靈的擁躉，她昨日
在fb發佈一張紫色小精靈照片，並
在帖文說：「Pokémon GO香港有
得玩喇」，更說「識捉一定係捉小
哥達！」

「鼠王」教捉小哥達
由於小哥達貌似老鼠，梁美芬也不

介意用自己的綽號開玩笑，標誌了
「鼠王係捉鼠專家」、「唔係鼠中之
王」、「唔好再叫錯我做大王」，充
滿幽默感。她更不忘告誡各位精靈訓
練員：「玩還玩，記得睇路，注意安

全啊！」非常細心。

horace張日日鍛煉去取勝
參加新界西直選競逐連任的民建聯

陳恒鑌，昨日也藉着親身試玩
Pokémon GO與選民互動。他在直播
時指出，希望了解在玩此手遊時的安
全問題，又說希望和大家交流遊戲的
心得。其後他更要求網友為他揀選哪
一隻小精靈，獲得不少網友的建議和
回應，大家打成一片。
另外，已報名出選港島的民建聯張國

鈞，昨日也在fb上載一張助理改圖，笑
言一眾助理為了贈慶，將他改圖為小精
靈，甚至唱埋歌「horace張日日鍛煉去
取勝」。
已報名參選九龍西的名單還有：民

建聯蔣麗芸、「新思維」狄志遠、民
主黨黃碧雲、公民黨毛孟靜、民協譚
國僑、「青年新政」游蕙禎、「小麗
民主教室」劉小麗、李泳漢、「維園
衝鋒」朱韶洪。
（新界西及港島區參選名單見另

稿）

美芬恒鑌國鈞不忘捉精靈

■陳恒鑌與網友互動，和大家交流玩
手機遊戲心得。 fb圖片

■梁美芬發佈圖片，說「識捉一定係
捉小哥達！」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