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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祥四招為離島「招財」
拓大嶼山交通銀礦洞旅遊 改善固網寬頻坪洲街市空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特區位處沿海，除港島及九龍

半島外，也有不少離島，且有不

少市民在離島鄉郊居住，該些地

方面對的問題及未來發展不應被

忽視。正爭取連任立法會新界西

議席的民建聯議員梁志祥與其團

隊一直重視離島地區工作，更是

全港唯一一位在離島鄉郊設立辦

事處、為居民服務的立法會議

員。他昨晨在其facebook專頁發

表有關離島的政綱，提出應發展

大嶼山交通網絡；加快改善鄉村

污水處理系統；拓展銀礦洞旅遊

資源，推動梅窩旅遊業；處理坪

洲街市空置問題；要求政府介入

改善離島固網寬頻設施等。

候選人每天的拉票
工作行程密麻麻，雖
然身體疲累，但每次
遇到市民報以支持，
一定會暖入心。立法

會港島候選人葉劉淑儀以《舊同事和
小朋友》為題在其 facebook 專頁發
文，感謝宣傳期間遇到不少舊同事對
她表示支持。她又發現自己的選舉電
子通函有一個錯字，更將錯就錯與網
民玩「捉錯處」遊戲。
葉劉淑儀前晚在facebook發文，分
享自己當日與團隊成員一起到金鐘近
政府總部的行人天橋派發「我哋一齊
贏返公務員的心」單張，其間遇到不
少舊同事。她和今年8月退休的前郵政
署長譚榮邦等寒暄一番，「得到他們
支持，十分感謝。」
除了舊同事外，葉太分享「更有趣

的是遇到一群天真爛漫的小朋友」。
原來，明愛中心當日舉辦了一個帶小

朋友參觀立法會的暑期活動，他們碰
到這群候選人親身進行競選活動十分
興奮，還跟一眾候選人一起拍照留
念。葉太團隊中的兩位大肚媽媽─陳
家珮及王政芝看到小孩子，「自然笑
得特別燦爛。」

邀網民對電子通函「捉錯」
葉太在另一帖文則提到，立法會選

舉電子通函前日已發送到所有已在選
舉事務處登記了電郵地址的港島區選
民手上，但同事告訴她原來這份電子
通函有一個錯處。葉太「將錯就
錯」，要和網民一同玩「捉錯處」遊
戲，指該錯處與用「速成」輸入法打
中文有關，希望大眾在找答案的同
時，也不忘細閱她的政綱及建議，
「希望大家可以於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中，投我及我的團隊一票，讓我們一
起Win Back Hong Kong。」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緬華互助會58
位義工骨幹日前到新民黨辦事處與該
黨主席葉劉淑儀討論香港立法會選舉
形勢及了解怎樣才能選出最能代表香
港市民福祉的立法會議員。香港緬華
互助會會長王錦彪表示，希望大家把
自己手中的神聖一票一致投給愛國愛
港人士。
葉劉淑儀指，建制派今年立法會選

舉情勢不是很樂觀，主要原因是今年

多了三萬多年輕選民。這些選民投票
率較高，較容易受到反對派的影響，
其投票意向隨時會影響選舉的結果，
所以必須抱着一票都不能少的心態。
王錦彪說，他本人很欣賞葉劉淑儀
很有承擔，香港緬華互助會表態大力
支持她及新民黨新界西的田北辰和新
界東的容海恩。葉劉淑儀則呼籲港島
區市民在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投
李慧琼一票。

葉太獲舊友小童齊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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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緬華力挺新民黨

市民普遍期望下屆立法會勿再拉
布影響民生議程，立法會九龍西候選
人、經民聯梁美芬最近親自填詞，與
資深音樂人林慕德及大班街坊一起合
唱《我要反拉布》，唱出「再喺咁拉

布 實聽無嘢撈」的擔心和「我哋要反拉布，我哋要香
港好」的決心，而「我要供車供樓，仲有幾個細路，遲
早家都無」幾句歌詞更道盡基層市民的心聲。
繼上屆選舉RAP了一首《快樂西九》及今年農曆新
年的《真能夠》之後，梁美芬最近又錄了一首《我要
反拉布》，與大班街坊一起唱出心聲。

親自填詞 拍《我要反拉布》MV
梁美芬表示，全因8月初颱風「妮妲」襲港，讓她突
然有了半天空檔，與朋友聊天時想到錄這首歌的念頭。
她感謝資深音樂人林慕德，得知她的念頭後二話不說答
應幫忙，不只參與合唱，更借出歌曲讓她親自填詞。
《我要反拉布》的MV今日上載至梁美芬facebook
專頁。她指，近期的選舉論壇吵吵鬧鬧，「大家不
妨聽聽這首歌輕鬆吓笑吓，看看普羅大眾有多麼反
對拉布。」

促取消TSA 改善幼師待遇
梁美芬昨日又在facebook介紹了自己教育與醫療方

面的政綱。教育方面，她反對通識科作為中學文憑試必
修必考科，倡取消必答題；反對操練，盡快取消小三全
港性系統評估（TSA），全面檢討填鴨式教育制度；完
善免費幼稚園教育，為全日制、長全日制幼稚園提供全
額資助；為幼師制訂薪級表，解決幼師待遇問題，提高
幼師資助；增加副學士升學及就業機會，協助解決出路

問題；改善師生比例，推行小班教學；增撥資源加強國
民教育，提高中國歷史科的地位。
在醫療方面，她提出要長期推動公營醫療長遠規

劃；密切監察2,000億公營醫療未來十年規劃；要求
醫管局增加九龍西區內的假日門診診所數目，同時增
加醫護人手；為基層及中產有需要人士提供牙科及昂
貴藥物資助；倡設醫療糾紛申訴專員；促請政府加強
社區精神復康支援服務；發揮中西醫結合的優勢，增
設中醫院。 ■記者 文森

美芬街坊齊唱「再拉布 無嘢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人
知道立法會新界西候選人何君堯曾任香
港律師會會長。他前日在其facebook專
頁上載短片《解讀何君堯》，點出他在
律師以外值得選民支持的特質，包括肯
食腦、有心、能言善辯、有膊頭有腰
骨、腳踏實地等。
《解讀何君堯》的影片中羅列出何

君堯的歷任身份，包括香港律師會會
長（2011年至2012年）、仁愛堂主席
（1996年至1997年）、屯門區議員、
新界關注大聯盟發言人、新界屯門良
田村村代表，更「由頭到腳」剖析何

君堯值得選民支持的特質─持專業背
景；腦袋思維敏捷；內心有熱誠、包
容、豁達；嘴巴能言善辯，為公義、
常敢言；「有膊頭」有擔當；腳踏實
地做實事。
短片指，香港目前黨派爭吵，不理民

生，香港實在不能再亂下去，而何君堯
無黨無派，專業敢言做實事，希望「撥
亂反正，破格求變」。
最後，短片引用了藝人陳小春早前拍

片支持何君堯時所言：「唔投佢，投邊
個？」結尾，以不足一分半鐘的影片簡
單向選民介紹何君堯。

網民受落：挺「君事行動」
網民對短片甚為受落。「盧婉玲」表

示：「哈哈！段片顯示到何君堯渾身解
數！」「Mandy Ho」說：「睇佢嘅『君
事行動』而日漸了解佢有一種好正面嘅
做人做事態度、是其是非其非而不會隨
波逐流、不會為反而反、實幹而不浮
誇、何律師、真心希望你入到立法會為
我們香港人發聲，支持你！」「Kkwok
Keung Shum」也力撐何君堯「一把清
音，喚醒千萬人」，「愛港護港。保持
香港精神的正面價值。」

梁志祥昨日公佈的離島區政綱主要分為
四方面。在與居民最有切身關係的交

通問題上，他提出要發展大嶼山交通網
絡，爭取大嶼山環島公路，包括大澳至東
涌沿海公路，梅窩至東涌南北通道；重建
南丫島北角村碼頭；爭取在大嶼山南增加
停車泊位；降低渡輪票價等。

改善污水 增殯葬設施
他同時非常重視離島的社區環境。他在

政綱中提出，應加快改善鄉村污水處理系
統；在確保牛隻安全和健康前提下，妥善
處理流浪牛問題；增加南丫島殯葬設施；
拓展銀礦洞旅遊資源，推動梅窩旅遊業；
處理坪洲街市空置問題；要求政府介入改
善離島固網寬頻設施等。

倡坪洲索罟灣設假日門診
醫療方面，梁志祥建議增加索罟灣診

所的醫生駐診日數，同時在坪洲及索罟

灣設假日門診服務，以應付大量旅客的
醫療需求。
他在教育方面也提出爭取的目標，包

括新界鄉議局南約區中學復校，以及將
坪洲併入中西區中學校網，與鄰近的愉
景灣地區看齊。
梁志祥懇請離島區居民運用手上兩

票，投票支持他及民建聯「超級區議
會」候選人周浩鼎。他又在facebook專
頁上發佈了其英文版政綱，希望外籍人

士也可知悉他的看法。

與浩鼎天水圍推廣欖球
另外，周浩鼎昨晚在其facebook專頁
發佈一段短片，顯示他的團隊與梁志
祥團隊齊往天水圍天業路運動場打欖
球。他們均認為，該項運動值得在全
香港推廣，除在天水圍外，荃灣、東
涌、屯門等地亦應設置場地，推動欖
球運動。

短片《解讀何君堯》敢言實幹「有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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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西候選名單：
蔣麗芸、梁美芬、狄志遠、黃碧雲、毛孟靜、
譚國僑、黃毓民、吳文遠、劉小麗、朱韶洪、
何志光、李泳漢、林依麗、關新偉、游蕙禎

新界西候選名單：
梁志祥、陳恒鑌、麥美娟、田北辰、何君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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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凱廸、呂智恆、鄺官穩、湯詠芝、張慧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不少街
市、後巷有鼠患問題，部分更出現蝨患，九龍
西競逐連任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Ann
姐）昨日表示，自己先後多次向食環署反映，
要求政府舉辦大型滅鼠及滅蟲行動，又計劃於
明年初舉辦一次九龍西老鼠黑點舉報行動，改
善社區衛生（見圖）。
蔣麗芸昨日在facebook上載介紹自己在社區
衛生的工作的「一分鐘話你知，Ann姐議會做
D乜！」她指，區內有不少街市、後巷出現老
鼠，部分更出現蝨患，她先後多次向食環署反
映，要求特區政府舉辦大型滅鼠及滅蟲行動。
民建聯一眾議員過去多次親自協助受蝨患影響
的居民滅蝨，她計劃於明年初舉辦一次九龍西
老鼠黑點舉報行動，同時繼續促請特區政府加
強清潔工作，改善社區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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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鄭治祖）過
去 4年，立
法會拉布、
流會不斷，
但有一位議
員，日以繼
夜 守 護 議
會，參與超
過五十個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他
就是民建聯現任新界西立法會議員、競逐連任的陳恒
鑌。
陳恒鑌昨日在其facebook發表《立法會，就是需要

一位注重民生、年輕務實的議員》的帖子（見圖），
強調「我們深信，為香港謀發展、維護『一國兩
制』、民生優先的議會先至係出路」。
他指，「我們，不會癱瘓議會，浪費公帑；我們，

不會衝擊法治，肆意妄為；我們，更加不會煽動港
獨，推年輕人走上歪途。」
陳恒鑌強調：「民建聯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是穩

定議會的基石。9月4日，請您走進票站，為香港，投
一票，支持年輕、建設的力量！」

恒鑌籲挺年輕建設力量

■何君堯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短片
《解讀何君堯》，點出他在律師身份
以外值得選民支持的特質。 fb圖片

■■梁美芬拍梁美芬拍《《我要反拉布我要反拉布》》MVMV。。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歎熱心
街坊的黑
豆雲耳糖
水，令美
芬非常感
恩。
fb圖片

■周浩鼎
（左二）
與梁志祥
（左三）
齊往天水
圍 打 欖
球，認為
值得在全
港推廣此
運動。

fb截圖■梁志祥發表有關發展離島的政綱。 fb圖片

■香港緬華互助會眾人與葉劉淑儀合照。

■選舉電子通函，打錯「贏」字。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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