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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爭連任 為業界爭空間
倡推文化政策增互動 撐有為政府領港邁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體育、演藝、文

化及出版界兩位候選人，包括爭取連任的現任立法會議

員馬逢國，及「音樂創作人」周博賢，昨日首次同場出

席論壇，交流意見。馬逢國指，業界現時面對很嚴重的

空間制約問題，期望未來可爭取如期落實啟德體育園及

西九文化區設施計劃，盡早為業界提供更多空間，讓團

體及藝術家可活動自如，實踐創作。他又建議，政府應

提供適時文化政策，並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以統

籌文化和體育相關的政策，加強與業界的互動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候任立法
會區議會（第一）議
員、民建聯北區區議員
的劉國勳（見圖）昨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他上任後的首要工作是
能夠多方面提升區議會
的職權，包括要求特區
政府下放更多權力予區

議會，增加區議會的政策參與程度等。身為立法會
「新丁」之一，他表示會熟讀議事規則，及研究透過
修改議事規則，改善議會濫用拉布的情況。
劉國勳在節目中表示，區議會（第一）是18區區議
會的代表，自己正式上任後首要是與區議會緊密合
作，定期拜訪及聽取他們的意見， 及向特區政府反

映，希望能多方面提升區議會的職權及支援。
他認為，特區政府應下放更多權力予區議會。他解
釋，區議會對地區較熟悉，當局可以考慮在政策諮詢
或規劃前期，增加區議會的參與程度，例如在覓地建
局時，可以先與區議會溝通，因為區議會可能較熟悉
區內是否有適合建屋的土地，此舉同時可以減少政府
在推行政策時面對的阻力。
劉國勳又建議特區政府改善現時4萬元實報實銷的

區議員津貼。他解釋，不同區域的區議員面對的情況
不同，例如在私樓區的區議員，單是辦事處租金所佔
的開支已比公屋區的區議員多接近一倍，同樣的津貼
金額等同令私樓區區議員的支援相對減少，因此提議
可以討論提供額外租金補貼，甚至由特區政府將空置
的政府物業，出租予私樓區的區議員。
身為立法會「新丁」之一，劉國勳認為自己首要是
做好本分，對議事規則「熟讀」，及如何透過立法會

的平台貫徹自己的理念。

先熟讀議事規則 研修例剪布
他解釋，立法會的濫用拉布情況嚴重，尤其是上屆
立法會最後階段的醫委會改革條例，即使在大部分市
民支持的情況下，仍被少數議員拉倒，是非常不健康
的議會現象，因此必須要熟讀議事規則，才能研究能
否透過修改議事規則，堵塞濫用拉布的相關漏洞，同
時平衡議員表達意見的權利。
被問及來屆將會由區議會轉戰立法會，處理的不止

是地區性問題，而是全港性問題時，身為北區區議員
的劉國勳認為，北區的問題已經是全港性問題，包括
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水貨客問題以至東北發展計劃、
堆填區擴建等，因此他擔任立法會議員後仍然會繼續
關注房屋、發展、兩地關係等議題，也會加入相關立
法會的小組委員會。

劉國勳盼增區會權減政策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立法會醫學界選
舉，由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陳沛然和精神科醫生
黃以謙競逐。兩人昨日出席電台選舉論壇時針鋒相對，陳
批評黃在醫委會改革的「關鍵時候」失蹤。黃則稱陳有份
提出特區政府採用的醫委會改革方案，即是有份「幫政府
呃市民」。
昨日醫學界選舉論壇充滿了「火藥味」。針對早前具爭議
的醫委會改革問題，雖然兩人均不認同政府提出的方案，卻
就此事針鋒相對。黃以謙質疑陳沛然有份提出的「4減2加
2」方案，正是政府採用的方案，故他有份「幫政府呃市

民」，又稱大家當時應集中火力討論及處理「1比1」方
案，但陳就「錯焦點」，明知政府「唔buy」，都不斷提出
將醫委會「民主化」，最終致醫委會改革方案被拉倒。

陳批黃關鍵時候「失蹤」
陳沛然反駁，自己提出的方案中，兩名新增委員要以

「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與特區政府最後推出的方案有出
入，批評黃無中生有、以偏概全，又強調自己早於今年1
月時提出「1比1」方案，批評對方沒有留意醫學界動向，
又批評黃身為醫委會委員，卻在最困難的「關鍵時候」失

蹤，缺席醫委會會議。
對於現任醫學界議員梁家騮拉倒了醫委會改革方案，黃

以謙聲稱，該方案嚴重破壞醫生的專業自主，屬於「大是
大非」的議題，故拉布是「非常手段」。陳沛然就指，自
己由始至終都以不同方式希望改善方案，但最終仍不能達
至最好，到了「最極端」的時候，換着是自己也會拉布。
黃以謙又稱，醫委會改革一事令醫生形象變差，更形容是
「致命傷」，又批評特區政府有份挑起各方矛盾，並稱自己
如成功當選，會帶醫生落區辦健康講座，增加醫生與市民的
溝通及互動，修補醫患關係。陳沛然就指，根據自己與病人
的溝通，不認為醫患關係因為醫委會改革一事變差，反而有
病人認同醫生就事件發聲。醫生只要做好「醫好病人」的
本分，「少說話多做事」，就會得到病人認同。

陳沛然黃以謙為醫委改革互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漁農業
面對不少問題，競選連任漁農界立法會議
員的民建聯何俊賢，近日分別拜訪長洲養豬
有限責任合作社，及長洲漁民互助社，一起
商談行業未來的發展。他堅信只要繼續維持
緊密的雙向聯繫，才能真正解決業界關注的
問題，開創持續發展的方向。
何俊賢昨日在其facebook頁上載了多張前

日與業界代表會面的照片。他表示，自己拜
訪了兩個業界組織，大家分別就着養豬行業
在未來的持續發展，及颱風來襲時漁船延遲
開航等議題，作了具建設性的深入探討。
一直關注漁民權益的他指出，流動漁民由
於到內地水域作業，無可避免受到香港及內
地法律法規所規管，故他一直要求內地與特
區政府做好溝通協調，以人性化的角度推出
符合流動漁民生產情況的制度，包括在油補
的檢討過程中，將收歸中央及地方的油補用
以推出有利流動漁船持續發展的政策配套，
統一兩地的船隻安檢內容，以及統一油補發
放時間等。讓規管措施轉為有利漁業持續發
展的政策。
漁農界另一候選人為黃容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
區政府銳意發展創科產業，急需吸
納業界意見。立法會資訊及科技界
候選人、智慧城市聯盟召集人楊全
盛，昨日特別推出為選民製作的
「政綱懶人包」短片。他以港產高
科技產品成功例子，證明香港人創
新創意可走向國際，並承諾自己一
旦會當選，會要求特區政府全面檢
討新創科這經濟發展，為年輕人提
供創業機會。
楊全盛昨日在facebook上載了一
段2分鐘影片，交代其政綱重點。
他指出，創新科技是解決香港目前
困局的「鑰匙」，但香港的科技界
正面臨行業發展的樽頸，港府對科
技在社會價值上的體現不足，他會
要求港府全面檢討新創科這經濟發
展，以及滯阻它的法例，為年輕人
提供創業機會。
在智慧城市發展方面，楊全盛說
會積極推動公私營合作模式，增加
市民和業界的參與，發展本港基
建，例如公開數據、城市地理資訊
系統、物聯網等，都可以為業界帶
來更大發展機會。

籲選民力挺「Reboot」香港
他續說，相信市民對現時的立法

會議政文化感到不滿，他承諾會在

當選後建立網上議政平台，讓資訊
及科技界選民直接投票，以全民參
與方式解決具爭議性的議題，也讓
他可以直接面對選民，並呼籲選民
投票支持他「Reboot」（重新啟
動）香港，結語相當配合其創科背
景。
楊全盛又分享了港產游泳監察儀

「Marlin」的成功例子，指香港人
的創新創意可以走向國際，可惜之
前的業界代表並未有認真為本地IT
人做事，浪費很多時間同機會。
他引述個人政綱指，會推動政

府制定向IT和創新科技企業傾斜
的土地政策，及其他支持科技創
新的產業政策，為科技企業，特
別是初創企業，提供優厚發展空
間。
在通過fb宣傳的同時，楊全盛昨
日也親身到灣仔稅務大樓對出天橋
派傳單爭取支持。他在facebook上
表示，灣仔是政府臨時合約員工和
高科技人員必經之地，其政綱之一
為爭取政府確立臨時合約員工轉為
長工制，以杜絕「同工不同酬」的
現象，並同時增加常設高科技職
位，避免過度外判，希望業界人士
向他反映意見。
資科技界另一候選人為現任議員

莫乃光。

楊全盛「懶人包」闡創新政綱

近日有報道引述科技公
司，指使用Android作業
系統的智能手機存在漏
洞。

立法會資訊及科技界候選人楊全盛，即
向網絡安全專家請教「貼士」，並在face-
book專頁上發表，提醒使用Android手機
人士小心。
楊全盛發帖指，在有關報道傳出後，大
家都關心自己的Android手機會否出現問
題，因此他特地向網絡安全專家Ronald
Pong請教，得知該些漏洞早於2月至4月
時被美國公司發現，其中 3 個已經被
Google修補並且分派與廠商，餘下一個漏
洞亦在修補中。

不過，他指Android是開放式系統，旗
下有很多不同層級和牌子的手機，需要時
間將修補程式發送到所有使用者，而新手
機將優先獲得修補漏洞的權利，因此使用
舊款Android手機的市民要更加小心。
楊全盛又分享了保障手機私隱的「貼

士」：切勿胡亂下載第三方不明來歷軟
件，尤其是原本需要付費，但突然免費的
軟件，需更加小心；切勿胡亂下載不明來
歷的apk檔案；留意您手機型號，密切關
注手機品牌官網發放更新的時間，盡快進
行更新。
他並提到，本港有很多技術人員默默保

障市民網絡安全，並向他們致敬。
■記者 文森

傳授私隱「貼士」提醒Android用家

■楊全盛特
別推出為選
民 製 作 的
「政綱懶人
包」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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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昨晚舉辦 「社區
藝術充權論壇—立法會選舉特

輯」，邀請了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
及出版界兩名候選人出席。
馬逢國在論壇上表示，4年前進入議

會，是希望通過自己的能力，改變議會
文化；期望為業界爭取更大發展空間、
更廣闊的平台，讓業界從業員可更舒暢
發揮專長，進而能為香港建構得更美
好。但是，4年過後，議會文化並無太
大改善，業界也仍然有很大空間改善，
故他決定再走出來爭取連任，期望可繼
續做好一些未完成的工作。

促設文體旅局
他續說，業界目前面對很嚴重的空間

制約問題，「資源上，政府有提供一
些，但當然是不足夠。我們更缺乏空間
資源，大家都是要面對這個問題。」他
認為，特區政府應提供適時的文化政
策，故建議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以統籌文化和體育相關的政策，加強與
業界的互動合作。
馬逢國在總結發言時指，期望未來可

爭取如期落實啟德體育園及西九文化區

設施計劃，盡早為業界提供更多空間，
讓團體及藝術家可活動自如，實踐創
作。

周博賢認同業界空間制約
首次挑戰此界別的周博賢認同，業界

確實存有空間制約問題，但聲言社會有
更大的創作空間制約，「銅鑼灣書店就
是好例子，原來你寫大陸政治的書籍，
是會被內地『強力部門』捉走的，這是
很大的一個問題。」
對於成立專局制定文化政策，周博賢

稱：「唔好有文化政策好過，將所有權
力下放至民間機構更好！」他又提出，
特區政府應取消中小學的全港性系統評
估、回購領展及研究租管等與業界無關
的建議。
馬逢國回應指，社會確實存有不少問

題，但各界均應有包容、兼聽的態度，
在各矛盾上求同存異，而不是只在針對
或埋怨某部分人意見，相信這也無助解
決問題。他認為，香港目前必須要有為
政府，可以爭取到市民認同，否則只會
繼續寸步難移，令香港落後於周邊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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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一直要求兩地政府做好溝通協調，以人性化
的角度推出符合流動漁民生產情況的制度。

■何俊賢分別拜訪長洲養豬有限責任合作
社及長洲漁民互助社，一起商談行業發展。

■地區藝術團體社區文化
發展中心舉辦「社區藝術
充權論壇」討論社區文化
藝術議題。 梁祖彝 攝

■馬逢國（左）
與周博賢在會場
握手。

梁祖彝 攝

■陳沛然（左）和黃以謙在電台選舉論壇中針
鋒相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