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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哥撐郭偉強「為權益爭工道」
工聯選情緊張 努力落區爭取每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競
逐連任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
強，今屆轉戰港島區直選，近日
馬不停蹄到各區拉票，希望以勤
力取勝。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
昨日特地到筲箕灣為郭偉強拉
票。他坦言，工聯會的選情緊
張，每個團隊都「掹掹緊」，希
望大家再努力拉票，讓每張名單
都可進入議會。郭偉強則強調，
不應再將香港的經濟以至法治精
神作為犧牲品，他會本着「為權
益爭工道」的理念做好自己，包

■郭偉強昨到筲箕灣向市民介紹政綱，並聽取市民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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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爭取特區政府增建公屋等，希
望得到市民的支持。

■鄭耀棠昨日到筲箕灣為郭偉強拉票。

偉強昨日表示，雖然民調未必反映現實，但會做
郭好自己，並對過去工作及「為權益爭工道」的理

念有信心，因此對整體選情也有信心。不過，「有信心
不代表夠票」，自己會努力到各區爭取每一票。經過多
次落區，市民對他的反應不錯。

市民關注拉布 冀議會不再亂
他指出，在落區時，普遍市民都關注房屋及立法會拉
布問題，希望議會不要再亂。他坦言，過去一屆立法會
在混亂中度過，卻毫無成效，不能再將香港的經濟及法
治精神當作犧牲品。昨日，他專門在其 facebook 專頁上

更希望大家能理性溝通，「聲大大唔代表係良好的溝
通元素。」

發帖，建議特區政府增建公屋。

促增建公屋助市民「上樓」
郭偉強指出，以前香港人只要努力工作便會有出頭
天，但現時社會不斷進步、經濟起飛，「為何仍有基層
市民以月租 4,000 元租住一間劏房，更甚要同別人共用
廁所？」香港今年公屋建成量達新低，他必定會敦促政
府增建公屋，協調市民「上樓」。
被問及近日參與立法會選舉論壇的表現，他坦言
「中規中矩」。令人感到可惜的是，選舉論壇中各候
選人談政治多於政策，沒有把民生議題放於首位，他

「葉太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堅
強、獨立、能幹的女性，昨日與她
一起行街市、食飯，又見到她親
民、溫和的另外一面。」近日與新
民黨立法會香港島候選人葉劉淑儀同遊港島，到
訪太古城、太安樓的一名女學生如是說。葉劉淑
儀在 facebook 介紹，東區有兩個有趣且對比強烈
的地方：太古城和太安樓。太古城是著名的中產
屋苑，地方井井有條；太安樓則多姿多采，有許
多地下小食店。她又和青年人探討香港基本法、
2047香港前途問題及青年置業等議題。
葉劉淑儀日前與青年人一同探訪港島區太古
城、太安樓，賞中產屋苑，品太安樓美食，又和
他們探討香港基本法、2047 香港前途問題及青年
置業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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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永有效無「懸崖」

鄭耀棠則批評，今年選舉論壇的水平「低到不可再
低」，候選人不斷向對手作出毫無根據的謾罵，更不斷
疊聲，猶如街市賣菜般，更沒有機會讓候選人澄清指
控，「屈咗又唔畀人答，就好像問你非禮咗人，係咪
呀？但夠鐘就唔畀人講，冇得答。」他強調，外國民主
選舉都是辯論政策，討論政策是否取得民心。
針對有傳媒昨日報道稱，工聯會在灣仔軒尼詩道友光

僅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人才，程度稍差的也都要
補底。拔尖和補底永遠都是教育的目標。」
葉劉淑儀指出，在新民黨的建議下，特區政府
於去年撥出 3 億元港幣，每年資助 100 名本港學生
赴海外留學，專業包括金融、會計、音樂、戲
劇、教育、文學、獸醫、樹木管理等多個領域，
為社會培養多元人才。

工聯會其後發表聲明指出，該會承租該廣告位置時，
從業主得悉，該廣告招牌早於 2011 年 11 月獲得屋宇署
書面回覆，符合《建築物(管理)規例》相關規定，業主
並提供相關信件副本及圖則，故有關報道並不符事實，
毫無根據。

「獨」
累港走絕路
張國鈞不袖手

■張國鈞表
示，反對派
想在香港推
動「港獨」
「自決」，
只會令香港
走上絕路。
fb圖片

倡擴產業推金融科技
她補充，香港經濟結構狹窄，支柱產業競爭力
下滑，經濟增長欠動力。四大支柱產業長期佔據
本地生產總值過半比例，除了窒礙經濟多元發
展，亦間接擠壓青年的工種選擇。同時，政府多
年來均未有為香港制訂產業政策。葉劉淑儀提出
兩項經濟發展綱領，包括擴闊產業結構及推動金
融科技發展促進產業多元化發展。
同行的青年人均表示對葉劉淑儀的了解加深一
層。有女同學表示，葉太在其印象中是一個堅
強、獨立、能幹的女性，昨日與葉太一起行街
市、食飯，又見到她親民、溫和的另外一面。有
男同學則指，當日的掃街活動令其看到一個與以
往印象中完全不同的葉太。
排在葉太候選名單的謝子祺表示，自己於 2008
年葉太參加選舉時與其結識，後由助選團義工轉
為議員助理。他認為，做葉劉淑儀的議員助理，
學到最多的是葉太豐富的政府經驗。
「做議員助理、地區工作，好多時要與政府
部門打交道，葉太知道政府內部的處事方式，
又認識很多人。有時落街聽到街坊訴求，若關

■葉劉淑儀與青年人同遊港島，到訪太古城、太
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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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政策問題，葉太很快便能分析出哪些建議可
行而哪些不可行。在個案具體處理的細節上，
葉太又知道應該找哪個部門，用什麼方法才能
得到最好解決。」他笑言，這些是其他議員未
必能做到的。

謝子祺：她能做好調和角色
他補充說，現時親政府議員與反政府議員之間
分歧越來越大，民間與政府對不同議題的看法也
有很大不同。葉太在兩者間可起到有效的調和作
用。「葉太與兩邊議員的關係都不錯，又有議員
及政府工作經驗，相信能在兩級分化嚴重的現實
環境中扮演好調和角色。」
葉劉淑儀最後強調，新民黨將一如以往，繼續
服務東區，協助改善社區問題。隨後與競選團隊
共同喊出口號：「我們一起贏返香港！」「Win
Back Hong Kong！」
■記者 文森

何君堯提 政綱 改善元朗治安

阻醫委會改革
郭家麒終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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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提出 5 項政綱，首項就是要求警方加強巡邏、打擊罪
惡及保障市民安全。
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近來香港治安水平受假難
民犯案激增拖累而轉差。良好
的治安是市民安居樂業的基
礎，立法會新界西候選人何君
堯昨日在其 facebook 專頁貼文
提出元朗區 5 項政綱，首項就
是要求警方加強巡邏、打擊罪
惡及保障市民安全；其次為打
擊「色情六街」，遏止不良風
氣。
何君堯指出，元朗假難民

工聯灣仔廣告獲業主證合規

問題導致該區治安不理想；
「色情六街」亦困擾當區婦
女，不良風氣急需遏制。元朗
交通擠塞問題，也是該區
「老」、「大」、「難」問
題，他建議新建地下停車場紓
緩交通擠塞問題，同時，元朗
區街市不足，該區要發展必須
新建街市。
他又提到，元朗當區有許
多美食，建議打造「美食之
鄉」，發展當區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
民黨在醫委會改革一事上發生「一
黨三投」事件，該黨成員楊岳橋更
就事件公開道歉，另一名成員郭家
麒昨日在一場新界西選舉論壇上，
也被眾人批評。工聯會候選人麥美
娟狠批郭家麒一意孤行提出的所謂
修訂，連病人及病人組織都表明反
對，要他向市民道歉。民建聯候選
人陳恒鑌也質疑公民黨「包剪揼都
出晒」，要求郭家麒道歉，最終令
郭家麒「跪低」，即場向市民致
歉，但仍然死雞撐飯蓋稱「民建聯
如果支持我個修訂，今日（醫委會
改革）已經過咗」云云。
麥美娟在昨日的論壇上關注醫委
會改革事宜，指病人及病人組織極
需要醫委會改革，卻被公民黨拉
倒，質問郭家麒一意孤行提出的所
謂修訂，不但得不到條例草案委員

會支持，連病人及病人組織都表明
反對，認為他應該就自己的行為向
市民道歉，但郭家麒只聲稱他的修
訂根本沒有在委員會投票云云，沒
有正面回應提問。

陳恒鑌：訟黨「包剪揼出晒」
陳恒鑌也提到醫委會改革問題，質
問郭家麒所屬的公民黨「一黨三投，
包剪揼（贊成反對棄權）都出晒」，
而其黨友楊岳橋已就事件正式道歉，
故要求郭家麒即場向市民鄭重道歉。
郭家麒終於「跪低」並即場向市民致
歉，又指公民黨已就此事道歉。陳恒
鑌笑言「算你坦白」，並追問他假如
有幸重回立法會，會否支持醫委會改
革，還是繼續拉布，郭家麒沒有正面
回答，只稱「民建聯如果支持我個修
訂，今日（醫委會改革）已經過咗」
云云。

「港獨」議題近年被炒作，民建聯立法會香港島
直選候選人張國鈞昨日在其 facebook 專頁明確向
「港獨」說不。他表示，反對派想在香港推動「港
獨」「自決」，只會令香港走上絕路，又強調香港
未來是走絕路還是要出路，關鍵就在今次選舉。在「港獨」問題
上，「我哋民建聯同張國鈞絕對唔會袖手旁觀」，同時亦需要市
民支持才可以做得更多。」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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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北：「獨」把港推向戰亂

葉劉淑儀強調，一個法律除非正式修改或正式
撤回，否則將永遠有效，香港基本法並無所謂
「失效期」，所以根本不存在 2047 的問題。針對
外界傳言「2047 地契懸崖」，她曾就此向地政署
求證，獲答覆指目前的地契續期均以 50 年為期，
銀行仍持續批出 30 年按揭貸款，根本不存在 2047
年後香港土地要交回內地及地契續期問題。
她又剖析了青年問題，強調青年人首先面對
「買樓難」問題，「不知要儲到幾時才能成
家。」同時，青年人面臨競爭激烈及經濟架構狹
窄、可選擇行業少等困局。葉劉淑儀指出，「香
港要補底，也要拔尖。政府應推動多元發展，不

大廈外牆懸掛的選舉廣告涉非法僭建。鄭耀棠批評有關
報道顛倒是非黑白、含血噴人，並強調所有戶外廣告均
有向政府申請及獲批准。他質疑，不少反對派的廣告明
顯違規，但該報章卻沒有報道，是選擇性報道。

棠哥批論壇疊聲如街市賣菜

同遊港島東 港生見親民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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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有激進派中人大力鼓吹「港
獨」，意圖挑戰「一國兩制」，
破壞香港社會安寧。工聯會港島
區候選人郭偉強競選團隊成員、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昨日在 facebook 發帖，批評反對派政客及
「港獨」分子正要一步步把香港
推向戰亂，呼籲選民站出來投
票，選出維護香港和國家安全的
資料圖片
立法會議員。

籲市民站出來選護港議員

吳秋北在 fb 貼出一幅敘利亞男童因戰亂而血流披面的
圖片。該男童茫然的眼神，連一滴眼淚也哭不出，而該男
童的哥哥最後不治，這一幕刺痛人心。
他引申道，一個國家分裂、戰亂所帶來的後果，香港實
在承受不了，但如今香港有反對派政客及「港獨」者將香
港一步步推向戰亂，更將魔爪伸向學校。香港不能像利比
亞及敘利亞，為了下一代，為了市民的生命財產，他呼籲
大家站出來選出對的人入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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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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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