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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幹有成績 鼎力爭票源
齊籲「沉默多數」表態 送建設力量進議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近日天氣欠佳，卻無阻建

設力量爭取群眾支持的決心。在新界東競逐連任的民建聯副

主席陳克勤，及力爭循「超級區議會」界別晉身議會的民建

聯副主席周浩鼎，昨日在粉嶺舉行聯合誓師大會，與義工及

支持者互勉。陳克勤強調，自己在新界東「實幹有成績」，

也不怕外界的抹黑，呼籲選民在目前的艱難時刻中，將建設

力量送進議會。周浩鼎就以自己在新東補選落敗為例，呼籲

「沉默大多數」出來投票支持他，強調一票都不能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在過去4
年通過拉布阻撓特區政府施政，各競逐連任者
更聲言他們重返議會的唯一目的就是繼續拉
布。民建聯九龍西候選人民建聯蔣麗芸昨日在
「與您全接觸 地區打氣會」直播中指出，自
己未入議會工作時，經常聽到反對派批評特區

政府，令她以為政府施政有所不足，但過去4
年進入議會後，她親眼看見反對派議員「拎人
工唔開會、有嘢唔做，搞完內鬥搞外鬥，搞完
議會搞社會，有破壞無建設」，目的是要「搞
亂香港，要政府向他們跪低，用香港市民福祉
作賭注」。

流浪狗流連街頭，飽受風吹雨
打，有人視而不見，但不少有心
人就用盡自己的時間、金錢及心
血去幫忙牠們。新民黨立法會新

界東候選人容海恩近日在facebook專頁上載名為《小
狗的守護天使》短片：照顧流浪小動物多年的碧姐
因為業主逼遷，加上需要照顧患病丈夫，需要將20
隻小狗交予拯救遺棄寵物中心，到場協助搬運的容
海恩即呼籲有心人出錢或出力，幫助這些小狗。
容海恩在短片中介紹，碧姐由1998年開始租

用大埔區圍頭村一個地方，照顧由她拯救的20隻
小狗，惟面對業主逼遷，加上需要照顧患病丈

夫，令她徬徨得寢食難安，幸得村長、公民力量、義工
及RCAP拯救遺棄寵物中心的協助，順利將全數小狗交
由RCAP拯救遺棄寵物中心接收。
碧姐在與容海恩聊天時指，平日照顧狗隻的錢都是用

自己的零用錢，唯一心願是收留流浪狗，自己「食多食
少沒有所謂」，並呼籲各位善長人翁幫助流浪狗。在旁
的容海恩安慰碧姐，指現在小狗已有地方安置，着她不
用擔心，可以專心回家照顧家人。她又讚碧姐：「多得
你這位有心人再感染其他有心人。」
容海恩指出，碧姐獨力照顧流浪小動物多年，很感恩

能見證她功成身退，將時間留給子女及丈夫。當天，自
己和一眾義工合力將小狗搬上車，也為碧姐「鬆一口
氣」。不過，20隻小狗雖暫時安頓好，但牠們真正需要
的，是一個永久的家，惟所有狗場的各種資源，包括義
工及資金仍未足夠，希望大家明白領養代替購買的重要
性，又建議有心人即使不方便領養寵物，及可透過捐助
及做義工，幫助有心的狗場及小狗。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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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芸批反對派有破壞無建設

距離投票日只剩兩周，陳克勤團隊與
周浩鼎團隊昨日在粉嶺百福田心遊

樂場舉行誓師大會，與百多名義工及支持
者鼓舞士氣。

陳克勤「新東議員最落區」
陳克勤在發言時指，其競選口號是「實
幹有成績」。他強調，自己在新界東服務
了8年，相信居民無論在屋邨還是鄉郊都
見過他的蹤影，更指自己在9名現任新東
議員中落區最多，絕非「選舉時候兩頭
騰，選完唔見人。」他以北區為例，指民
建聯協助解決學額不足及對外交通等問
題，也積極跟進水貨客問題，這些正是
「實幹有成績」的表現。
他直言，選舉無必勝，是次更是從政以
來最艱難的一次，不單要面對反對派的攻
擊，也要面對其他人的抹黑攻勢。他的團
隊昨日沒有穿着印有姓名的衣服，反而穿
上白恤衫，是想表達無論對手怎樣抹黑，
他們從政、服務社區的初心都不會變，一
樣如此雪白、潔白，「有些人抹黑我們，
講我們團隊的壞話，但不要緊，我相信市
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清者自清，無論
怎樣抹黑都抹黑不了，事實就是事實。」
陳克勤指，目前是香港艱難時刻，市民
打開電視機就看到有人拉布掟磚、搞「港
獨」，而這些都是民建聯反對的，強調該
黨實事實幹，建設社區及香港，呼籲選民

投票支持其團隊，支持整個建設力量。

周浩鼎「區會出席百分百」
周浩鼎指出，選民不希望選出「開會唔
見人，一埋位就拉布」的議員，又指早前
有報章翻查「超區」候選人的區議會開會
記錄，發現多名反對派候選人都有缺席、
遲到、早退的記錄，「怎可能寄望他們會
在立法會盡責做事？」他續說，報道指他
出席率是百分百，沒有遲到、早退，證明
民建聯的實幹。
他坦言，自己不少的支持者是「沉默大
多數」：他們雖然認同民建聯的理念，但
過去沒有投票習慣，投票當日更會因不同
原因推卻。他呼籲助選團落力游說這些人
出來投票，又以自己於2月新界東補選落
敗為例，指自己輸一萬票，若以150個票
站計算，平均每個票站僅輸數十票。自己
如果在每個地方多幾票支持，隨時會積少
成多，故一票都不能少。
雖然「超區」界別投票已運作至第二

屆，但仍有選民對此感到陌生，將此與地
區直選混淆，周浩鼎就提出了投票口訣：
「22（陳克勤候選人編號）、809（周浩
鼎候選人編號），一定幫到手。」他提醒
選民將會獲得兩張選票，藍色的是地區直
選，白色的是「超區」界別，每張選票只
能蓋一個印，「直選記住22號，『超區』
記住809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
換屆選舉踏入白熱化階段，競逐連任
的經民聯九龍西候選人梁美芬昨日舉
行造勢大會。工聯會「超級區議會」
候選人王國興特地到場支持，多個同
鄉會及各界社團領袖也前來打氣，場
面熱鬧。梁美芬強調，自己一直為社
會做實事，眼見立法會拉布不斷，一
定要走進議會剪布。她又說，與王國
興是「剪布孖寶」，會全力支持他參
選，「兩個人都入到立法會才算
贏！」
梁美芬團隊昨晚在九龍公園舉行造
勢大會，逾千名市民到場支持，包括
多區區議員、工程師及律師等專業人
士、少數族裔團隊等，場面浩大。大
會設有「傳火炬」環節，多名市民把
火炬傳到梁美芬團隊成員手中，意味
民意透過梁美芬團隊傳遞到政府之
中。他們又高叫「支持梁美芬！梁美
芬加油！撥亂反正，堅守崗位，香港
再向前！」等口號。

民調僅參考 支持勿鬆懈
梁美芬近日在民調中均處於領先地位，
更預測其票數足以取得兩個議席。她強
調，民調只是參考，不論處於高位還是
低位，都會鞭策自己。她一直都「打穩
陣波」，故會以小心謹慎的態度面對選
戰，但就擔心民調結果令支持者鬆懈，
呼籲所有支持者一定要投票，因為今年
的候選人非常多。
梁美芬說，自己以往只是一個法律
學者，但8年前看不過眼香港的社會環
境，故決定走入立法會幫助市民。當
時，她以為立法會是個莊嚴的地方，
但有人在議會掟蕉，粗言穢語不絕，
沒完沒了的謾罵、攻擊及抹黑，之後
立法會更演變成拉布、流會不斷的地

方。
她舉例說，拉布不但拉死了《2015
年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私營
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及《2016年醫
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更拉死
了市民的心，令市民認為立法會是
「垃圾會」。她強調，自己反拉布，
做實事，期望市民支持她。

不容「港獨」蛀港一個洞
就近日有激進「本土」團體鼓吹

「港獨」，梁美芬說，不容許「港
獨」的「白蟻」蛀香港一個洞。她又
指，香港回歸多年保存了法治、文明
及自由，但「佔中」、「港獨」等違
法事情損害了香港的利益。
梁美芬又表示，她全力支持王國

興，形容兩人是「剪布孖寶」、是戰
友，因為過去兩人多次要求立法會主
席剪布。她又說，即使兩人在部分民
生議題上的立場不一，但為了修改議
事規則、反拉布，一定要跨黨派合
作，「求大同、做大事」。
王國興表示，由於工聯會沒有派人

角逐九龍西議席，故工聯會理事會已
通過支持梁美芬。他續指，為了香港
利益及繁榮、爭取建制派最大的勝
利，黨派之間一定要團結齊心。他又
強調，自己選情嚴峻，故一票都不能
少，要極力爭取每張選票。

梁君彥籲挺孖寶掃「垃圾」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讚揚梁美芬既有

法律知識，又熟悉地區民生議題，是
相當出色的議員，值得連任繼續為市
民服務。他又讚揚王國興做實事，一
直堅持為勞工發聲，呼籲市民支持他
們，讓他們進入立法會掃走「垃
圾」。

美芬國興拍住「剪」逾千市民落力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
文）多名政界人士特意遠赴粉
嶺支持陳克勤及周浩鼎兩支團
隊。他們都強調，無論遇上任
何風雨、攻擊、抹黑，兩人都
會以實績頂住。
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笑
言，看名字就知陳克勤勤力，
即使立法會開會開至晚上 8
時，也會山長水遠回到新界東
落區，更拿他之前製作的報天
氣短片開玩笑，指他早已預料
其選情會遇上風雨，「不過最
後都會無事，行得正企得
正。」他說，自己可以安樂退
下來，是因為民建聯有如陳克
勤及周浩鼎的新一代，更指兩
支團隊獲派的都是大號碼，象
徵寶物尋歸底。
民建聯北區區議員劉國勳已
循區議會（第一）界別自動當
選，昨日特意回到粉嶺支持兩
支團隊。他讚揚民建聯實幹成

績眾多，在誓師大會場地增設
的天幕就是其中之一，「就好
像克勤和浩鼎一樣，有風雨都
會頂得住。」他呼籲選民將有
實績、不拉布、反「港獨」的
二人送進議會。
新社聯理事長、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陳勇指，兩支團隊
拉票已流了很多汗水，並花
了很多口水去講道理，而汗
水可以排毒，口水也有殺菌
作用，所以無懼其他人的歪
理、抹黑、攻擊，正如民建
聯反「港獨」、反拉布、反
抹黑一樣。
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讚

揚，陳克勤經常到北區落區，
與民建聯的團隊並肩作戰，成
績有目共睹。他強調，是次選
舉關乎全港前途及下一代，需
要陳克勤及周浩鼎進入議會清
除毒草，令香港可以繁榮穩定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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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東候選名單：

陳克勤、葛珮帆、鄧家彪、容海恩、李梓敬、
林卓廷、鄭家富、方國珊、張超雄、范國威、
侯志強、楊岳橋、梁國雄、陳志全、麥嘉、
李偲嫣、廖添誠、陳云根、陳玉娥、黃琛喻、
梁金成、梁頌恆

區議會（第二）候選名單

李慧琼、周浩鼎、王國興、涂謹申、鄺俊宇、
關永業、梁耀忠、何啟明、陳琬琛

■蔣麗芸批評反對
派有破壞沒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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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
文、文森）網媒《香港01》前日
報道稱，立法會新界東候選人、
民建聯陳克勤團隊成員侯漢碩涉
嫌與丁屋發展商合謀套丁。陳克
勤在facebook專頁刊登侯漢碩的
聲明，批評有關報道不實，並對
《香港01》故意抹黑感到遺憾，
會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權利。
有關報道指稱，本為原居民的

侯漢碩於2011年入稟法庭，與
一名姓鍾的村民爭奪一間位於坑
頭村丁屋的業權，法庭於2015
年判侯漢碩勝訴，但審訊過程
中，侯漢碩透露自己於2002年
經別人介紹下認識發展商謝春
生。當時持有地皮的謝春生尋找
男丁出售丁權，以興建9座丁
屋，當時兩人達成口頭協議，訂
明雙方會合作發展，侯漢碩涉嫌
賣丁權給謝春生發展丁屋。
侯漢碩其後發表聲明，指有關

套丁的報道完全與事實不符，並

強調事件不涉及套丁，而法庭已
宣判自己勝訴，若自己涉及套
丁，法庭早已將有關事宜轉介至
執法機關。他對《香港01》故意
抹黑自己及原居民感到遺憾，並
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權利。
侯漢碩昨晚補充，事件現在已
交由律師處理，不方便再回應，
又會對任何抹黑及惡意中傷保留
追究權利。陳克勤指出，這是侯
漢碩的個人事件，但坦言倘侯有
罪，就早已被交由執法機關處
理。

「實績毋懼抹黑」政界名人力撐 反駁失實報道 侯漢碩研追究

■ 容 海 恩
（右）到場
協助搬運小
狗。左為碧
姐。

■陳克勤舉起勝利
手勢。 朱朗文攝

■■譚耀宗致辭勉勵兩譚耀宗致辭勉勵兩
團隊團隊。。 朱朗文朱朗文 攝攝

■梁君彥為梁美芬打氣。
鄺慧敏 攝

■梁美芬團隊昨晚於九龍公園舉行造勢大會，逾千名市民到場支持，場面非常熱
鬧。 鄺慧敏 攝

記者鄺慧敏攝

■工聯會「超級區議會」候選人王國興特地到場支
持。 鄺慧敏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