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偉強昨
日在北角舉
行 造 勢 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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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強拒「獨」入會 籲挺「僱員代表」
盼連任力阻優勢磨蝕 福建社聯站台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

法會選舉尚餘不足一個月便投

票，各路候選人把握時間拉票。

報名參選港島區直選的工聯會現

任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昨日傍晚

在北角舉行造勢大會，更獲得福

建社團聯會站台支持。他透露，

個人選情嚴峻，呼籲市民支持他

代表受薪僱員進入立法會做實

事，又指倘若議會引入提倡「港

獨」者，恐怕令議會更加政治

化，阻礙審議民生及經濟項目，

香港的優勢遲早會被磨蝕。

用閩南話籲鄉親支持
郭偉強及其競選團體成員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何毅
淦、呂鴻賓及陳榮恩，昨日齊集於北角道進行造勢活
動。現場一片旗海，大家搖旗吶喊，大叫造勢口號：
「自強共融，社會和諧！」聲勢浩大。福建社團聯會主
席吳良好及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盧溫勝更到場助陣。其
間，郭偉強更用閩南話呼籲鄉親支持。
競選團體其後聯同義工沿着英皇道、渣華道、糖水道、

春秧街及北角道巡遊，沿途與街坊及商戶打招呼及派發傳

單，不少支持者主動上前與郭偉強握手，以示支持。

選情嚴峻「處於當選邊緣位置」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兩次立法會選舉滾動民意

調查顯示，郭偉強獲得的支持度未足以取得一席。郭偉
強表示，他一直知悉自己選情嚴峻，「處於當選邊緣位
置」。上屆，工聯會只取得港島區最後一席，今屆在港
島區減少一席的情況下，需要加倍努力才能重返議會。
他會在餘下的一個月加強落區宣傳，與市民親身接觸，
特別是爭取街坊及受薪僱員的支持。

他強調，立法會需要更多正能量，令議會正常運作。
如果下屆立法會繼續被拉布騎劫，不單浪費資源及時
間，更會磨蝕香港原有的優勢。他承諾如成功連任，必
定做好議員職責，包括監督政府施政、修訂法例及監察
政府開支等，保障市民權益及公帑運用得宜。

吳秋北促更努力 籲市民集中票源
吳秋北則表示，郭偉強團隊目前選情非常嚴峻，團體
將會更加努力，爭取港島選民的每一票支持，懇請市民
集中票源，讓代表受薪僱員、代表基層、代表愛護香港

的郭偉強團隊進入立法會。
針對有部分候選人暗地「播獨」，郭偉強指出，香港基

本法寫得很清楚，香港需以此為依歸，而「港獨」根本無
任何理據支持，特區政府應及早制止「港獨」思潮蔓延。
他強調，很多香港市民希望改善生活質素，想香港向
前發展，希望日後議會可以集中力量解決現時香港面對
的民生問題。香港需要的是處理非常複雜的民生問題，
如早前的醫委會修例就被騎劫成為政治議題，倘若讓
「港獨」者進入議會，恐怕令社會更加多爭拗，撕裂的
情況亦會增加。

香港島候選名單
張國鈞、郭偉強、葉劉淑儀、黃梓謙、劉嘉鴻、
何秀蘭、詹培忠、羅冠聰、沈志超、王維基、
徐子見、司馬文、許智峯、陳淑莊、鄭錦滿。

■■支持者主動上前與郭偉強支持者主動上前與郭偉強
握手握手。。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一小撮
「港獨」分子氣焰越來越囂張。民建聯港島區候
選人張國鈞昨日強調，香港無論在歷史上、地理
上、法制上和民族感情上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港獨」不應該是「選項」。工聯會候選人郭偉
強就指這是民族大義和大是大非的問題，「排毒
對身體好，排『獨』對香港好。」

播「獨」者撕裂社會害港人
張國鈞在昨日一個港島區選舉論壇上表明，身

為香港人也是中國人，他堅決反對「港獨」。儘
管有市民可能對社會不滿，但出路應當是嚴格執
行「一國兩制」，而非所謂「獨立」。郭偉強同
樣表明堅決反對「港獨」，而「港獨」違反了香
港基本法，絕非普通政治主張，而播「獨」者將
進一步撕裂本已紛亂的香港社會，受損害的必然
是全體香港人，故有必要「排『獨』」。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也強調，「港獨」違反了

香港基本法，違背歷史文化地理等事實：香港的
文化、價值，例如粵語、粵劇等都從內地傳來，
證明香港就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香港缺乏
資源，不依靠內地就「無以為生」，故她堅決反
對「港獨」。

黃梓謙：基本法框架下落實普選
「民主思路」黃梓謙亦指，要真正令香港進
步，必須在香港基本法框架下落實普選，而非
「港獨」。民主黨許智峯亦稱，不贊成香港「獨
立」，因為「『港獨』不現實，亦不可行」。自
稱「獨立民主派」的司馬文亦表明反對「港
獨」，指「一國兩制」下有香港有多種方式實現
自由。
港視主席王維基稱，言論自由、思想獨立非常
重要，但反對所謂「香港主權獨立」，因為他看
不到香港可以「獨立」，更承受不到「革命」所
帶來的動盪。「傘兵」 徐子見也稱不贊成「港
獨」，「會叫自己做中國香港人」云云。

陳淑莊曖昧 何秀蘭迴避
公民黨陳淑莊的態度瞹昧，稱她對「港獨」
「有保留」，但支持港人「自決」。工黨何秀蘭
更迴避問題，只稱希望香港人「自主處理內部事
務」。
一直以推動「公投」為名宣揚「港獨」的「熱

血公民」鄭錦滿，眼看6個「獨派」被取消提名，在昨
日論壇上不敢再貿然提「港獨」字眼，全程以「立場」
兩字代替。他稱，自己「一向立場不變」，又稱前晚
「香港民族黨」舉辦的集會有數以千計市民支持「立
場」，而最後終叫出「港獨」口號：「『獨立』思潮，
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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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工商界
九大商會昨日
舉行「港島工
商團體齊撐葉
劉，貼海報大
行動！」數百
名港島商界代
表齊聚灣仔修
頓球場，九大
商會會長先後
致辭呼籲撐葉
太。立法會港島區候選人葉劉淑儀表示，新
民黨這次參選的政綱是「贏返香港」，包括
要攻克「領展、港鐵票價、強積金」三座大
山，贏回「管治、立法會、司法制度、公務
員的心和青年人」等十大目標。她強調，要
解決這些香港箇疾，關鍵是要對症施藥，採
用符合實際的新思維、新方法，又笑言自己
是葉問同鄉，同樣俠儀為懷，一定改變近年
最惡劣的立法風氣，「贏返香港！」
百餘名港島商界領袖和數百名中小企商界
代表昨日齊聚灣仔，九大商會負責人先後致
辭，呼籲港島區工商界和市民支持3號葉劉
淑儀連任（見另稿）。在集會結束後，商界
代表們積極領取葉太的競選海報，準備分赴
五區、在全港島主要街道上支持葉太的商戶
內張貼。

攻領展港鐵積金「三座大山」
葉劉淑儀在致辭時，領展囊括了全港屋邨
商場，罔顧市民利益只是追求利潤最大化，
令基層市民被迫承受隨租金不斷高漲的高物
價；港鐵服務一直優良，但票價年年只加不
減。雖然特區政府擁有港鐵逾七成股份，但
在商業化運營之下，政府也難以阻止港鐵追
求最高利潤；強積金對沖一直為市民詬病，
其高額管理費更侵食了市民的退休保障，而
強積金回報率僅約2.69%，但香港年均通脹
就為4%左右，令打工仔「好慘」。

她續說，這「三座大山」直接損害民生、
民心，特區政府必需採取果斷措施應對，而
這需要執政者有足夠的政治智慧，運用新思
維，如強積金對沖機制關係到遣散費的同
題，特區政府可仿效歐美成立失業福利保障
替代遣散費，就可以令失業人士既得到基本
保障，又不會損害個人退休保障和商界利
益。她並建議改革強積金制度，以公積金的
形式管理，及採取「自由行」制度，降低強
積金管理費。
解決難題要追本溯源，葉劉淑儀提到，青

年階層為什麼會被「港獨」和激進思潮侵
蝕，是因為不少青年對社會不滿，特別是置
業難的問題，而這反映了特區政府的房屋政
策錯誤定位，「連居屋單位都賣到六百幾萬
港元，這叫年輕人如何能成家立業？」她認
為居屋定價不能和市場價結合，而應該以基
層承擔能力定價。當解決了置業難，才能有
效降低社會、尤其青年階層的不滿情緒。

笑談與葉問同鄉 同樣俠義為懷
是次有佛山同鄉會成員專程趕來支持葉

太。她笑言自己祖籍是佛山羅村鎮，是葉問
的同鄉，所以同樣有一顆俠義之心。目前，
立法會已淪為近年「最爛」，僅點人數拉布
就逾1,400次，浪費逾200個工作小時和逾億
元公帑，造成18次流會，其競選團隊就是要
和大家一齊致力「贏返香港」。■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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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訂十目標「贏返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政局近年波譎雲詭，公務員難免成
「磨心」，入職待遇也被指大不如
前，士氣大受打擊。競逐港島區直選
議席的新民黨葉劉淑儀，昨日推出針
對公務員問題的政綱，羅列7項需要
優先處理的訴求，「我哋一齊贏返公
務員的心。」
葉劉淑儀在個人 facebook 專頁以
《我哋一齊贏返公務員的心》發帖，
指自己曾任公務員，深知公務員冷
暖。她指出，若要公務員勇於任事、
敢於向前，需先令他們無後顧之憂。
公務員按政策做事，依律例執法，即

或產生矛盾，上司挺身為前線同事護
航辯解，實屬責無旁貸，她會「應撐
則撐」，不會為了民望而躲閃或噤
聲。
她在文中強調，為公僕針對服務條

件的訴求都是理性的，特區政府應嚴
肅看待。自己過去在議會內外都以實
際方法支持公務員要求改善服務條
件，又提出7項需要優先處理的項
目。

倡中醫藥納公僕醫療福利
在醫療方面，她認為醫管局目前向

公務員提供的醫療服務非常有限，特

區政府應考慮把資源撥予為公務員購
買醫療保險，又認為應將中醫中藥納
入公務員醫療福利範疇，緩解西醫短
缺的問題。
她並建議，容許所有2000年後入職

公務員正常退休後續享公務員醫療福
利，強化他們的歸屬感，減少人才流
失，及要求增撥退休公屋，改良分配
制度，讓退休公務員安居之餘，可盡
快騰出宿舍，供現職同事入住。
在制度方面，葉劉淑儀建議容許
2000年至2015年年中入職的公務員，
一次過選擇延後退休年齡至65歲（文
職人員）或60歲（紀律部隊），既有
助公務員隊伍應付未來人口挑戰，亦
有利個人完善生涯規劃。
她又促請政府重啟於2009年完成的

職系架構檢討，充分檢視今天公務員
和紀律部隊的合理薪酬待遇和工作時
數，及將職系架構檢討恆常化。因應
消防員工作性質為緊急召喚，救火救
災拯救生命，隨時有殉職危險，她建
議消防員應被定性為緊急部隊，擁有
獨立編制和薪級表。

政綱推「七優先」吸公僕票

■葉太在fb發帖「贏返公務員的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港島工商界九大商
會代表在「港島工商團體齊撐葉劉，貼海報大行
動！」上強調，反對派以至「獨派」非但令香港發
展停滯不前，更令社會越來越趨動盪，無論工商界
以至打工仔均深受影響，故呼籲選民一定要站出來
發聲，投票選出支持香港穩定發展的議員。

李鋈發讚關注中小企中產
活動召集人、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主席李鋈

發在致辭時表示，葉太積極、能幹，一直全心全意
為香港，尤其為港島區各界市民服務，非常關注及
支持中小企發展，關心中產人士權益，關心社區民
生和青少年人發展。為了香港經濟能良好發展，為
青年人增加向上流動機遇，為中產人士有更多發展
機會，港島工商團體全力支持葉太。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常務副主席李寶明批

評，那些自稱「本土」的激進者，將立法會和香港
社會搞得戾氣沖天，所有發展政策都無法落實，社
會越來越趨動盪。「他們算什麼本土？我們才是真
正的本土！我們這一代由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
捱，辛辛苦苦創業打江山，眼看香港回歸後基本法
保障香港十幾年的繁榮穩定，被這些所謂『本
土』、『港獨』一步步破壞，令人擔心。」
他強調，沒有香港基本法、沒有健全法制和穩定

的營商環境，經濟就無法發展。每次激進派衝擊社
會，最受損害的就是工商界，像兩年前「佔中」期
間，工商界生意就不見了一大截，而生意沒得做只好
裁員、倒閉，只會令失業率大幅上升人人生計受損，
到時香港就真的「玩完」。因此，工商界一定要站出
來發聲，堅決反對所謂「本土」、「港獨」等人「搞
搞震」，絕不能任由他們進入立法會搞亂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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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區候選人出席電台的選舉論壇。

■■港島工商團體支持葉劉淑儀連任港島工商團體支持葉劉淑儀連任。。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港島九大商會齊聚撐葉太港島九大商會齊聚撐葉太。。 殷翔殷翔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