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麗芸哄小朋友笑，十分友善。 facebook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已報名參選立法會港島區直選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連日來

走遍港島區大街小巷，聽民意、傳民聲，切實為街坊解決大小難題。葉劉淑儀昨日去到鴨脷洲

與街坊見面，遇到了一件令她「很憤怒、不吐不快」的事。她發現鴨脷洲西邨街市自今年3月

起，不再借出水喉給街市商販洗地，檔主只得親自擔水往返檔口使用，十分辛苦。葉劉淑儀在

其facebook貼文質詢：「為什麼今時今日街市檔主還要擔水？」她更上傳了自己親身上陣擔

水的照片，反映檔主苦況。

葉劉淑儀昨日發帖說：「大家看見我
挑着兩大桶水，是否有點奇怪？其

實今日我遇到一件令我很憤怒的事，不吐
不快。」
她指，街市售賣新鮮食材，環境衛生
十分重要，因此地面需經常清洗，以免蚊
蟲滋生。然而街市停止借出水喉予檔主洗
地，檔主只得親自挑水往返檔口使用，
「我親自試了一下，挑起兩桶水實在頗
重，且一天要挑幾次，難怪檔主叫苦連
天。」

質疑舊街市回報低懶理
據商販反映，該街市屬領展轄下，租

金連年增加數千元，如今僅一個肉檔的租
金已需兩萬元，菜檔也要七千元，租金上
調之餘管理質素卻每況愈下。葉劉淑儀
指，除水喉問題外，鄰近屋邨冷氣機排出
的廢氣亦影響街市環境，商販投訴多年卻
一直未有改善。她直斥：「無他，對領展
來說，這個舊街市無翻新，租金加幅有
限，所以便懶得理會商販訴求！」
葉劉淑儀強調，有關情況不單影響商
戶，甚至影響該邨居民：「我看不過眼，
領展不可以因為該商場未曾翻新，租金回
報率低就不理租戶，今次事件亦會對領展
聲譽帶來負面影響。」

網民讚仗義執言有氣魄
葉劉淑儀隨後即時聯絡領展行政總裁
黃國龍反映事件。黃國龍於午膳後回覆葉

劉淑儀指，不應該有這種事件發生，並承
諾會立即跟進，改善情況。
葉劉淑儀的仗義執言及親身擔水的行

動感動網友，有網友留言寫道：「好彩有
妳！」、「葉太有承担（擔）加油！」、
「即時想辦法解決問題，無拖泥帶水，有

氣魄！」
已報名參選港島區直選的名單還包括

張國鈞、郭偉強、許智峯、陳淑莊、詹培
忠、劉嘉鴻、何秀蘭、羅冠聰、鄭錦滿、
徐子見、黃梓謙、沈志超、王維基及司馬
文。

■葉太親身上陣擔水，反映街市商販因無水喉洗地，而要日日擔水的苦況。
facebook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法律界昨日新增
一名參選人。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
員文理明昨日報名參選，挑戰已報名競逐連任的現
任立法會議員、公民黨的郭榮鏗。曾經為公民黨主
席余若薇助選的她，批評郭榮鏗任內未能反映業界
聲音，特別是在《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中，未
有吸納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的意見，令人質疑他在
作決定時重視政黨立場多於業界意見。自己參選是
希望反映業界意見，讓業界有多一個選擇。

文理明獲前律師會長撐場
文理明昨日在其律師行合夥人、香港律師會前會

長熊運信，及律師會前理事簡家聰陪同下，報名參

加立法會法律界功能界別選舉。簡家聰並將擔任其
選舉經理。
在去年加入熊運信的律師行前，文理明曾任職3

間國際大律師行，主要從事商業仲裁及訴訟業務，
其仲裁的案件包括本地、內地和國際仲裁。她同時
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員、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
裁委員會仲裁員、深圳國際仲裁院仲裁員及認可調
解員，又擔任稅務上訴委員會委員和《建築物條
例》上訴審裁團主席，在行內十分知名。

無政黨背景利為業界發聲
她透露，自己曾在2000年為余若薇出選立法會
港島區補選助選，因對方當年願意放棄職務去當立

法會議員，「很值得幫手。」她強調自己不是建制
派，做事從來對事不對人，身為仲裁員更要獨立，
不應歸邊，倘有政黨背景反而會影響她的事業。
文理明表示，自己過去20年一直在不同職務上

為社會服務，而沒有政黨背景是她和郭榮鏗的最大
分別。她指出，有業內人士向她表示，郭榮鏗在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中，未有吸納大律師公
會及律師會的意見，令人質疑郭榮鏗在作決定時，
會重視公民黨的立場多於業內意見。她希望能代表
業界參政，代表業界發聲，讓選民有多一個選擇。
文理明是香港大學（LLB）、牛津大學（BCL）和清

華大學（LLB）法學畢業生，於1998年取得香港律師
資格，2000年取得英格蘭和威爾士律師資格。

不滿郭榮鏗為黨私 余若薇前戰友單挑

■文理明（右）獲熊運信支持。 網上圖片

海
恩
變「
天
使
」
獻
策「
通
」
新
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衣食
住行均影響市民生活質素。已報名參
選立法會新界東直選的新民黨容海恩
由交通入手，持續關注新界東交通難
題。她近日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視
頻《容海恩之日常Special—Ep1》，
化身「新界東馬路天使」走遍該區多
個繁忙路段，為交通擠塞拆招，包括
要求港鐵向乘客提供更多優惠，又建
議當局興建新界東繞道或隧道等。視
頻上載不足24小時便有逾1,100人次
觀看及近百個點讚。

促港鐵減價 八達通過大隧
容海恩與攝製團隊首先來到新界

東交通樞紐大圍站。她指出，港鐵
根據可加可減機制，今年已是連續
第七年加價，加幅2.7%，「雖港鐵
曾推多項優惠予市民，但市民最希
望相關優惠能切實落實在票價上，
讓市民有實質得益。」
隨後，容海恩來到交通擠塞嚴重

的大老山隧道收費廣場。她引用運
輸署數據指出，逾半數隧道使用者
未申請自動繳費系統，除因需事先
繳付150元按金外，每兩個月又需再

繳付35元行政費，不僅手續繁瑣，
且相關費用對普通市民形成負擔。
她建議特區政府考慮增設八達通繳
費系統，紓緩交通擠塞情況。
第三站，容海恩來到沙田大埔公路
往荃灣的沙田路段及尖山隧道一帶。
她指出，沙田歷來是新界東重要的交
通樞紐，擠塞問題亦十分嚴重，建議
當局興建新界東繞道或隧道，紓緩相
關交通問題。最後，容海恩以一身白
色西裝，搭配淺藍色襯衣，及以其標
誌性親和微笑向市民倡議：「我們一
起贏返香港！」、「Win Back
Hong Kong！」

落區做運動與民「動起來」
容海恩昨晚再更新她的落區行

程。她指，自己近日忙得不可開
交，做運動對她而言十分奢侈，在
得悉新民黨副主席、「公民力量」
主席潘國山要帶她到沙田新翠邨與
居民做運動，真的非常興奮。她表
示，居民指平日清晨六點至七點已
經開始晨運，自己與他們跳了一些
簡單的舞蹈，「有些手拉手圍圈的
動作，居民就讚我『好快上手』。
原來今（昨）日有些參與者跟我一
樣，是第一日在這裡與大家跳舞，
我們互相帶領，互相提點，總算沒
有『甩beat』。」
她希望自己的參與，可以令更多

居民認識這類健康的社區活動，令
更多人開始「動起來」。
已報名參選新界東的名單還包括

葛珮帆、陳克勤、鄧家彪、李梓
敬、鄭家富、麥嘉晉 、林卓廷、楊
岳橋、張超雄、梁國雄、方國珊、
侯志強、陳玉娥、廖添誠、范國
威、李偲嫣、陳志全、梁天琦、陳
云根及黃琛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報稱
獨立的屯門區議員何君堯於早前報
名參加立法會新界西直選。他昨日
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了其政綱簡
介，強調自己「特別關心法治、經
濟和民生三大板塊」，其簡介亦按
該三方面分類，包括中產、執法人
員及原居民三類「中堅群組」的訴
求，包括要維護香港法治核心價
值，提升執法部門能力，堅定維護
社會治安和秩序。

法治：「護法」推「一國兩制」
法治方面，何君堯在政綱簡介中
強調「反對任何激進或分離主義，
堅決擁護基本法精神，推動『一國
兩制』」，並提出「保障我們的司
法和法律援助制度，免被濫用」，
和「維護香港法治核心價值，提升
執法部門能力，堅定維護社會治安
和秩序」。

經濟：夥泛珠拓「灣區經濟」
經濟方面，何君堯倡議特區政府
與泛珠三角地區研究共同發展「灣
區經濟」，將珠三角一帶的經濟發
展和環境保護，有效地和互惠互利
地協調，為香港帶來實質長遠經濟
效益。同時，他支持發展及完善環
保產業，在新界西設立環境保護工
業園，創造本地就業機會；並開發

綠色和文化旅遊，在新界西建立旅
遊特色景點，為新界西居民提升生
活質素及帶動該區經濟。

民生：活化強積金置業投資
民生方面，何君堯建議活化強積

金，容許供款者按相當條件作置業
及購買政府債券或醫療保險，同時
提出重新研究興建「屯荃鐵路」的
可行性，「不要蹉跎歲月至 2031
年」，又會爭取合理資源，補足新
界西醫療設施，糾正新界西長期滯
後於全港醫療平均水平之不理想情
況。
何君堯指出，他特別關注社會𥚃

包括中產、執法人員及原居民三類
「中堅群組」的訴求，包括要「讓
中產有喘息機會，爭取上游發展空
間，提升生活質素」、「提升執法
效率，捍衛執法人員尊嚴，維護香
港社會治安與秩序，保障市民生命
和財產安全」，及「維護原居民的
合法傳統權益，按基本法精神，將
『丁屋發展』非刑事化」。
已報名參加新界西直選的名單還

包括陳恒鑌、梁志祥、麥美娟、田
北辰、周永勤、尹兆堅、李卓人、
郭家麒、馮檢基、黃潤達、黃浩
銘、黃俊傑、陳浩天、高志輝、朱
凱廸、湯詠芝、張慧晶、鄭松泰及
中出羊子。

何君堯政綱 主打「法經民」

循立法會區議
會（第二）功能
界別競逐連任的
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團隊又有「新
搞作」。李慧琼
昨 日 在 其 face-
book 專頁上載兩
張相片，其中一
張是團隊5人或高或低地坐下，5人你眼望我眼；另一張則是5人一字排
開，各自拿着一個表情符號望向同一個地方，究竟他們搞乜東東？據了
解，這是李慧琼團隊為配合「為香港，創出路」競選口號的新一輪宣傳
攻勢，更是一個「秘密武器」，因此5人在「秘密練兵」。至於秘密武器
究竟是什麼，則要賣個關子。

已報名參選區議會（第二）界別的名單還包括周浩鼎、王國興、陳琬
琛、梁耀忠、涂謹申、鄺俊宇、關永業及何啟明。 ■記者 聶曉輝

李慧琼新攻勢「秘照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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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立法會選舉九龍西直選的蔣麗芸，昨日繼
續到不同地區拉票。她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上
載數張於九龍塘又一村拉票的照片。她不但與街
坊打招呼及派發傳單，並與他們聊天，又哄小朋
友笑，十分友善。蔣麗芸並在照片下方寫上：

「作為一位議員，唔止要做得，有時都要懂得適當時候令善良
嘅人開心！」

已報名參選九龍西的名單還包括梁美芬、狄志遠、黃碧雲、
毛孟靜、譚國僑、游蕙禎、劉小麗、李泳漢、關新偉、何志
光、朱韶洪、黃毓民、林依麗及吳文遠。 ■記者 文森

麗芸九龍塘氹掂細路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生無小
事」，幫助市民是議員的責任之一。已報名參
加本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九龍東分區直選的民建
聯觀塘區議員柯創盛，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發
佈自己巡區跟進社區問題的情況。連日來，他
即使忙於投入選舉工程，都堅持要落區跟進居

民意見。昨日，他就與管理公司經理巡區，跟
進車路管理及清潔問題，要做個「貼地」的議
員。
已報名參加九龍東直選的還有黃國健、謝偉

俊、胡志偉、胡穗珊、譚文豪、黃洋達、譚得
志、陳澤滔、譚香文、高達斌及呂永基。

柯創盛選立會不忘區員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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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海恩昨到沙田新翠邨與居民
做運動。 facebook圖片

■柯創盛巡
區跟進車路
管理及清潔
問題。

■李慧琼團隊正為其秘密武器練兵。 facebook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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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甘為小販擔擔抬抬
領展街市拒借喉洗地 致電CEO反映顯承擔

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