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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民邨會
「老友」 慧琼思源報街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換屆選
舉報名截止後，各已報名的參選人隨即落力拉
票。已報名參選立法會區議會（第二）的民建
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聯同在名單中的青年民建
聯主席兼觀塘區議員顏汶羽到愛民邨拉票。李
慧琼說，愛民邨是自己初出道的地方，不少街
坊都見證她開始服務地區，不少愛民邨好友一
直支持及鼓勵，使團隊
「一步一腳印」
地學懂何
謂「用心做」、「真誠為香港」及「用汗水灌
溉社區」。她希望街坊為香港一起讓議會重回
正軌及停止拉布，讓香港有更多建設的聲音。

日是選舉報名截止後新階段的第一日的第一場
誓師大會，她重返愛民邨，感到非常感動，見
回了不少熟悉的義工臉孔。
她指出，愛民邨長期有支持民建聯及愛國愛
港者的居民，實有賴創黨主席曾鈺成建下良好
的基礎，及後自己接任後就與各街坊並肩作
戰：自己上一屆「膽粗粗」由九龍西直選，轉
戰俗稱「超級區議會」的區議會（第二），要
面對 300 多萬全港選民，當時真的很擔心自己
知名度及經驗都不足，但在愛民邨街坊全力支
持下，最後成功進入議會。

感謝邨內義工長期支持

選戰困難籲挺新一代

「回到初出道嘅九龍城愛民邨，見到一個又
一個相識10多年嘅老街坊，感激大家一路以來
嘅支持和鼓勵。」李慧琼昨日在 facebook 上載
了一段自己在愛民邨演講的片段。她說，團隊
非常感謝邨內義工長期對民建聯的支持，而昨

李慧琼表示，自己今屆以民建聯主席的身份
帶領各團隊，責任更加重大。民建聯今年共派
出12支團隊參選，希望取得12個議席，而自己
就再參選「超區」，希望能取得兩席，而這部
分選戰與上次一樣艱難，呼籲街坊能像上一次

般全力以赴爭取自己每一個朋友、每一個電
話、每一票及每一份支持，將李慧琼再一次送
入議會，又呼籲愛民邨街坊將地區直選一票投
予蔣麗芸。
她介紹，自己今次參選的信念是「為香港創
出路」。過去四年，她知道有很多市民過去 4
年對議會感到失望，對有議員拉布及不開會感
到憤怒。有很多街坊都跟她說，「香港可以更
好，不應由得香港及議會繼續亂，作為民建聯
年輕一代要頂住，要為香港創出路。」
議會出路，李慧琼認為是要停止拉布，而香
港政治出路就是要重啟政改，重啟政改關鍵就
是要建立互信，香港經濟民生的出路就是要繼
續發展及改善經濟與民生，關鍵在於不能內鬥
及排外。她希望街坊為香港一起讓議會重回正
軌及停止拉布，讓香港有更多建設的聲音，讓
議會有更多肯開會、做實事、不搞事的議員，
繼續為大家服務。

■李慧琼昨日回到愛民邨拉票，獲眾多街坊支持。

志祥浩鼎街頭劇 促遏假難民
數反對派縱容五大罪 冀選民「出紅牌」逐亂港者

香港文滙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近年飽受假難民問題困擾，令治安大受影響，更耗費大量資
源，惟反對派一直助長此情況持續甚至日趨嚴重。立法會新界西直選參選人、競逐連任的民建聯
現任議員梁志祥，及
「超級區議會」
參選人、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昨日在元朗上演街頭劇，要求特
區政府堵塞酷刑聲請機制的漏洞，更呼籲選民將縱容問題的反對派踢出議會。

梁志祥團隊及周浩鼎昨日傍晚現身錦上路港鐵站外演出街頭
劇，街頭劇先由梁志祥團隊的成員及周浩鼎扮演球員，讀

出反對派的亂港五大罪狀及舉起標語，分別是縱容假難民、削
弱紀律部隊能力、濫用法律支援、因處理假難民問題濫用11億
元公帑、以及在議會拉布阻礙修例。
之後，梁志祥變身球證粉墨登場，舉起紅牌，眾「球員」即
將標語放進面前地上代表「紅牌離場區」的紅布，象徵反對派
及其縱容的亂港行為均被「驅趕離場」。上演街頭劇目的是要
抗衡議會暴力、守護香港，以及打擊假難民。

梁志祥批拉布阻解難

■民建聯梁志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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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文 攝

梁志祥解釋，現時本港不少地區包括元朗八鄉的居民，都因
假難民出現令生活大受騷擾。這些假難民在街頭流連、無所事
事，更可能涉及一些罪案，令居民難以安居，政府亦需耗費大
量警力應付治安及阻截他們偷渡來港。同時，這些假難民濫用
酷刑聲請，在港長期居留，亦耗費政府大量資源。
面對如此嚴重問題，梁志祥指出，反對派不斷助長此情況持
續甚至加劇，包括濫用法律支援，協助這些假難民提出酷刑聲
請；在預算案要求削減紀律部隊的資源，使紀律部隊的執行能
力被削弱；在議會拉布，令政府欲修例解決問題亦被拖延。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九龍西人口稠
密，區內交通擠塞問題嚴重。經民聯現任九龍
西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在 facebook 專頁上載
了其參選團隊的競選政綱中的交通部分。
她指出，便捷的交通對居民的日常生活非常
重要，自己會審視區內的交通規劃、監察區內
的交通基建工程及公共交通服務，又提出一系
列倡議，如提高公共交通服務質素、完善港鐵
票價調整機制及改善行人環境及推動無障礙交
通等。
已報名爭取連任的梁美芬，其競選海報寫上
簡潔有力的標語：「堅守崗位 撥亂反正 香港
再向前」及「行公義／做實事」，希望透過務
實作風吸引選民投票。
梁美芬提出了多項政綱，包括監察觀塘延線
及沙中線鐵路項目進度，督促工程盡早完工，
並向受影響的居民提供票價優惠；監察新鐵路
通車後的巴士及小巴路線重組計劃，確保交通
服務不受影響；監察中九龍幹線項目進度，以
紓緩來往九龍東西主要幹道的擠塞。

倡啟德區增「水陸」接駁迎發展
啟德區是未來發展重點，交通接駁非常重
要。她建議研究該區在「環保連接系統」啟用
前，以環保巴士／小巴連接區內住宅區、商業

區、旅遊區及醫院等地；擴展實施全港小巴
「兩
蚊乘車優惠」
及支持小巴增至20座，縮短候車時
間；鼓勵渡輪營運商考慮以水上的士的模式引
入更多航線，配合未來周邊發展，包括途經啟
德醫院群、體育園、西九文化區及觀塘延線通
車後的紅磡碼頭等，為市民提供更多選擇。
她又建議特區政府重新檢討道路規劃，紓緩
九龍城及深水埗未來大量住宅發展落成後所衍
生的問題；促政府重新檢討近年《香港規劃標
準與準則》大幅削減私人樓宇車位數目，及拆
卸政府多層停車場作商業發展，引致區內中產
社區車位數量供不應求的問題。同時會繼續監
察高鐵項目進度，追究超支責任，盡快落實
「一地兩檢」，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交通，
實現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
梁美芬也十分關心區內
「無障礙運輸」
設施配
套，建議於公共運輸基建及設施提供輔助設
施，如升降機及洗手間等；建議於斜路及樓梯
加設扶手、行人通道加建上蓋、休憩處加設椅
子，加快興建扶手電梯或升降機等
「無障礙運輸
設施」
。
九龍西參選名單還包括蔣麗芸、狄志遠、黃
碧雲、毛孟靜、譚國僑、黃毓民、吳文遠、游
蕙禎、劉小麗、朱韶洪、何志光、李泳漢、林
依麗及關新偉。

■梁美芬
昨日發表
其競選政
綱，主打
改善九龍
西交通。

麗芸為老牌涼茶
「賣廣告」

已報名參選九龍西直
選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蔣麗芸連日來走遍當
區。身為九龍西的現任
議員，對當區大小舖頭及老字號涼茶店
自然十分熟悉。蔣麗芸前日在其 facebook
專頁上載視頻，向市民推介深水埗區老
字號涼茶舖「足料廿四味涼茶銀菊
露」。在親身飲一口後，她大讚道：
「止渴生津，一飲之下，整個順晒！」
相信蔣麗芸成功連任後，將會落力將當
區老字號食肆及優質食品帶向全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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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麗芸於
facebook
專頁上載視
頻，飲區內
老字號涼茶
消暑，大賣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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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區小商販創商機吧？
蔣麗芸於其 facebook 上寫道：「天氣熱
企街站，點算？感謝（深水埗）劉佩玉
議員推介深水埗區老字號涼茶，飲完後
即刻舒服晒！」劉佩玉指，該涼茶舖有
幾十年歷史，深受深水埗街坊歡迎，特
別是其招牌涼茶「足料廿四味涼茶銀菊
露」，街坊平日都會前來飲。
蔣麗芸飲後即大讚：「止渴生津，一
飲之下，整個順晒！」有老字號涼茶消
暑、打氣，其競選團隊隨後繼續努力出
街站。
■記者 文森

周浩鼎多招促加強堵截
為解決問題，周浩鼎指出，特區政府不應閃縮迴避，必須加
快落實解決問題的措施，包括收緊入境條例，防止濫用聲請程
序；政府應向酷刑聲請者設立聲請時限，及限令他們必須於限
期內提交證據，以防止他們濫用司法程序；為避免濫用法律支
援耗費大量公帑，政府應為法律支援設立上限。
他續說，當局必須加強從源頭堵截非法入境者，即時立例將
非法入境者的界別擴展至更多南亞及東南亞國家，並要求內地
部門協助堵截，加強對人蛇集團的阻嚇作用。此外，香港也可
考慮設立禁閉式收容中心，可讓社會回復以往和平共處的多元
文化社會。
已報名參加新界西直選的還有陳恒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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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松泰、黃俊傑、高志輝、何君堯、朱凱廸、中出羊子、呂智
恆、鄺官穩、湯詠芝及張慧晶。已報名參選區議會（第二）的
名單還有李慧琼、王國興、涂謹申與鄺俊宇、陳琬琛、梁耀
忠、關永業及何啟明。

易拉架印「精靈球」 范國威涉違選舉例

梁美芬獻多招改善西九交通

對派做出這些有破壞無建設的亂港行為，民建聯呼籲選民利用
選票，將他們逐出議會。

■劉頴匡在 fb 揶揄范的易拉
架疑似侵權。
fb圖片

《Pok
mon Go》遊戲所
掀起的熱潮方興未艾，
「新民主同盟」新界東參
選人咖喱飯（范國威）為
追上潮流，製作了印有遊戲中「精靈球」的
選舉宣傳易拉架，並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宣
傳。與范國威因退聯及「光復行動」立場分
歧而鬧翻、退出「新同盟」的沙田社區網絡
主席劉頴匡，就在自己的 fb 提出，「有無人
知隻精靈球有無Copyright架（㗎）？」網民
「Chung Kin Wa」 說 ， 「 一 定 有 。 」
「Hongky Dei」更稱，「just send it to The
Pokemon Company.」
話晒都係現任立法會議員，咁做好似唔係
好尊重知識產權甚至可能已侵犯他人版權。
同埋，「精靈球」、「寵物小精靈」同製作
公司都冇話過支持佢參選噃！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27（1）、
（1A）及（1B）條訂明，候選人如在其任何
選舉廣告內使用某人或某組織的姓名、名
稱、標識或某人的圖像，以示有關人士或組
織支持該候選人，但並無事先取得有關人士
或組織的書面同意，即屬作出非法行為。
根據第 22 條，任何人在選舉中作出非法行
為，即屬犯罪，如循簡易程序審訊，一經定
罪，可處第5級罰款及監禁1年；如循公訴程
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 元及
監禁3年。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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