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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批反對派阻「住」難拓地建宅
舌戰鄺俊宇陳琬琛 斥口講利民做就害民

功能界別是全港性投票的議席，昨日 9 張
候選名單一同出席選舉論壇時，所關注的
都是全港性問題。民建聯候選人周浩鼎在
論壇上力數反對派在房屋問題上「講一套
做一套」，口講支持增加建屋解決居住問
題，實際上卻用不同的方法反對或拖延政
府的大型建設計劃，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更
因此拖延了 8 年仍未落實。他呼籲市民看
清楚反對派的真面目。

■「超區」9張候選名單昨一同出席電台舉辦的選舉論壇。

周浩鼎昨日在電台舉辦的選舉論壇上表示，本屆
特區政府有心解決房屋問題，不但推出「雙辣

招」壓抑樓價，更盡力覓地建屋，而民建聯也建議
政府長遠必須增加供應，以解決市民居住問題。他
批評反對派口講幫市民，實際出賣市民，例如民主
黨就在利民措施「雙辣招」的表決中沒有投票。

屢提空置軍用地 陳琬琛「對錯焦」
民主黨候選人鄺俊宇問周浩鼎是否贊成收回粉嶺
高爾夫球場作建屋用途。周浩鼎在回應時強調，任
何政策都可以討論，並批評包括民主黨在內的反對
派一味反對，拖延香港發展，特別是可以興建6萬個
單位、讓 18 萬人居住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就因為
反對派用盡一切方法拖延及反對，令該項目足足拖
了8年。他呼籲市民看清楚反對派的真面目。
公民黨候選人陳琬琛也問周浩鼎，會否向中央反
映讓特區政府收回部分空置的軍事用地，用以興建
房屋。周浩鼎在回應時重申，任何的溝通及協商，
民建聯都可以去做。不過，他批評公民黨以至所有

反對派，講一套做一套，口講支持興建房屋，但卻
反對包括新界東北發展、大嶼山發展，以至各項填
海計劃等這些解決住屋問題的大型發展計劃，反而
着重是否收回空置軍事用地，質疑陳琬琛是「對錯
焦」。

王國興：標時向來力挺勞方
在標準工時問題上，在座的反對派候選人均將未
能立法歸咎於工聯會，更指罵在場的工聯會候選人
王國興「走數」。王國興強調，工聯會一直堅決爭
取訂立標準工時，也在勞僱會及政府的專責委員會
上強烈表達意見，包括提出「超時要補水，一工、
工半」；而在專責委員會上因為資方反口，工聯會
的代表更退出委員會，重新收集各界意見後再向政
府及委員會反映，「工聯會的立場一直都站在打工
仔女的一方。」
另一候選人、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也指，民建聯一
向認為要處理標準工時問題，但相關問題非常複
雜， 反對派有份參與應理解當中的困難，不能將矛

頭指向工聯會。她認為，若目前一刀切實行標準工
時，對中小企會非常不公平，應由各界理性討論達
成共識，同時尊重勞僱會的意見，一步步推行。
在聽眾發問環節，盧先生提到政改問題，指民主
黨當年大膽走入中聯辦，促成政治改革，但現今的
民主黨卻膽小如鼠，並指去年政改失敗，反對派須
付最大責任。李慧琼回應時同意，指現時9張名單能
夠參選的「超級區議會」，全靠民主黨當年願意商
討，但去年的政改卻沒有人肯溝通，令 2017 年「一
人一票」選特首的願望落空。

李慧琼批反對派「普選殺手」
不過，反對派卻不斷「搬龍門」，「街工」的
梁耀忠竟反指建制派沒有就政改投票。「新民主
同盟」的關永業則聲稱，溝通是沒有用，不能
「袋住先」。李慧琼回應時強調，部分建制派議
員沒有投票是「無心嘅，就算要判都係誤殺」，
但在座有心否決政改的反對派議員，就是「普選
殺手」。

李慧琼：民記候選人一票不能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必勝！李慧
琼必勝！柯創盛必勝！」在牛頭角上邨舉行的民建聯造
勢大會上，主席李慧琼表示，希望在「超級區議會」爭
取兩席，讓議會多一位「唔搞事、做實事」的議員，少
一名反對派入圍，令議會重回正軌，推動香港向前。
不過，近日有民調刻意提高民建聯支持度，試圖誤導
選民投票給其他政黨，將對民建聯造成危機。她呼籲選
民不要輕信民調，9 月 4 日務必投票支持民建聯，民建
聯每位候選人都是「一票不能少」。
民建聯九龍東團隊的造勢大會前晚在牛頭角上邨舉
行，600 多名街坊揮動打氣棒，高叫口號為民建聯造
勢。今年不再參選的民建聯「元老」陳鑑林和葉國謙都
到場站台。
李慧琼在致辭時首先感謝義工這個月來出心出力，
特別要感謝前輩陳鑑林。她隨即鄭重呼籲支持者，
「請不要輕信民調，請不要相信李慧琼已經夠
票……」近日有民調機構不斷吹捧民建聯形勢大好，
甚至將民建聯候選人的支持度刻意調高 3%至 7%，目
的是為反對派打「告急牌」，誤導選民把選票投給別
的政黨。

勿被謠言誤導造成危機
她坦言，如果市民被誤導而不去投票，民建聯將會出
現危機。李慧琼呼籲支持民建聯的選民，不要相信謠

「港獨」將魔爪伸向校園，不少人要求
特區政府重推國民教育，建立學生對國
家、對香港基本法的正確認識。不過，在
昨日立法會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選舉
論壇上，多名反對派候選人不時自相矛
盾，一方面反對推行國民教育，聲稱是
「洗腦」；但另一方面就支持在校園討論「港
獨」議題，稱是「言論自由」。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批評，這些是「歪風邪氣」，重申在香港推行
國民教育是理所當然。周浩鼎也批評反對派「無
常識」，期望教師能夠清晰告知學生，「港獨」
是違反香港基本法。
李慧琼在論壇上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是理所當然，但現在有一股
「歪風邪氣」，即是每次講到國民教育就歪曲成
「洗腦」，講到「港獨」卻指是「言論自由」。
她相信，「港獨」在校園內討論是無可避免，因
為學生必然會向教師提及這個問題，但她希望教
師能保持專業，告知學生香港並沒有獨立條件，
而根據香港基本法，「港獨」更是違憲、違法。
在場的反對派候選人所言，正符合李慧琼描述
的「歪風邪氣」。「新民主同盟」的關永業一方
面反對國民教育，但又不贊成在校園杜絕討論
「港獨」。公民黨的陳琬琛也不相伯仲，稱不支
持推行國民教育，因為特區政府推行的課程是
「洗腦式」，而在校園談論「港獨」則是言論自
由云云。

周浩鼎批「無常識」
另一民建聯候選人周浩鼎批評反對派「無常
識」。他舉例指，自殺都可以在校園討論，但教
師必須告訴學生不應該自殺，這並不是「洗
腦」，而是建立正確價值觀；而「港獨」正正是
「推香港去死」，因此期望教師能夠清晰將這個
訊息告訴學生，「學生係需要保護的一群，唔應
該推佢哋去死！」
■記者 鄭治祖

垃圾車一邊溫書。每逢過年，自己看着同學買新衣服
和玩具，但年三十晚自己一家卻依然要逐層樓收垃
圾，經歷一生難忘，但即使當時環境差，每日仍然咬
緊牙關、迎難而上。所以他決心要為市民服務，一起
建設香港。

柯創盛遭抹黑選情嚴峻
他又憶述自己第一天到民建聯上班，遇到師父陳鑑林
的過程。他說，一般第一天上班都是簡單在辦公室看文
件，但陳鑑林讓他到每個公屋單位，逐家逐戶派發傳
單。陳鑑林其後解釋，是要柯明白「要用汗水灌溉社
區」及居安思危。
他強調，今屆立法會選情相當嚴峻，過程不斷受對手
攻擊或抹黑，但會秉承民建聯「是其是、非其非」的精
神，學習陳鑑林用心服務的態度，迎難而上。

陳鑑林葉國謙籲遏失控

■民建聯九龍東團隊前晚在牛頭角上邨舉行造勢大會。
言，民建聯每位候選人都是「一票不能少」，請選民 9
月4日務必出來投票，支持民建聯。
民建聯九龍東候選人柯創盛則在大會上分享了自己

偉強倡建
「青年宿舍」
助上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年輕人上流問
題廣為社會關注。身為工聯會的年輕人代表，
參選港島區的郭偉強表示，目前新畢業年輕人
的起薪點比過往低，難以置業，建議特區政府
興建「青年宿舍」。他又呼籲市民積極參與海
濱設計研究的諮詢工作，提升都市生活品質。
郭偉強昨日在facebook發帖指，不少團體的研
究都發現，年輕人畢業後起薪點較過往低。他
認為，年輕人初出茅蘆，雖然應靠個人努力上
流，但社會應該「扶佢哋一把」，而港人生活
最大支出來自住屋，「青年宿舍」正是解決方
案，建議特區政府多興建「青年宿舍」，減輕
年輕人負擔，讓他們可以全心全意開展事業。
郭偉強又呼籲市民積極參與海濱設計研究諮
詢。他指出，東區區議會是他第一個服務的區
議會，雖然商廈林立，但土地用途不應只局限
於營商，更可以提升市民生活品質，海濱長廊
可以讓市民善用餘暇，樂聚天倫與做運動。
郭偉強憶述，太太結婚前會接他下班，「撐
完枱腳」後會到海濱長廊散步，現在也會在晚
上陪妻子與兒子在海濱長廊一起吹海風，欣賞
維港夜景。特區政府正諮詢「海濱城市設計研
究」，計劃將灣仔北岸與鰂魚涌海濱長廊連

自相矛盾

「超級區議會」的立法會區議會（第二）

反對派屈國教「洗腦」 提「獨」死撐「言論自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俗稱

接，需要大家積極參與，他會與市民一起推動
計劃。

囑選民「大張」選票投15號
隨着投票日將至，「15 號仔」郭偉強更換了
最新封面圖片（見圖），以色彩分明的超大字
體，提醒支持者用「大張」的選票投票給他，
設計簡潔實際，相當配合工聯會一貫作風。

的成長經歷。他說，自己在屋邨長大，家境貧窮，父
親要做三份工才能維持生計。他與兄弟姊妹亦要幫忙
倒垃圾，自己既要照顧妹妹，遇考試時更要一邊拉着

陳鑑林表示，沒想到自己原來與牛頭角街坊已認識了
50 年，最開心是得到大家支持。在九龍東取得的成績，
實有賴團隊努力，而他更認同街坊所言，搞亂香港對下
一代沒有好處。然而正正是有年輕人搞亂香港，因為他
們不成熟及受到學校別有用心的人誤導。希望港人支持
愛國愛港的民建聯，制衡現時立法會的失控局面。
葉國謙則說，聽到柯創盛的演說相當感動，認為他在
社區默默耕耘，更有人面廣的師父──陳鑑林。但今次
柯創盛接棒不容易，因為他知名度不足，但希望大家給
予柯創盛更多支持，讓他繼續服務香港。
他又指，李慧琼作為民建聯的「當家」，帶領民建聯在
各區為市民服務，接下來要在立法會，帶領議會重回正軌。

王國興告急 籲支持者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選前民調走
勢飄忽。工聯會立法會區
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候
選人王國興都要打告急
牌。他昨日在 facebook 上
載影片，稱現時選情非常
危急，懇請工聯會支持者
集中票源。
該段影片長約 46 秒，
片中一名男孩在行人天橋
上派發王國興的競選單
張，途經行人逐一收下傳
單。當男孩派剩最後一張
時，抬頭一看竟是王國興 ■短片中，男孩稱要爭取更多人支持王國興。
本人，就向他說：「我仲
要單張呀。」王國興微笑關心男孩是否疲 直為打工仔鞠躬盡瘁，希望市民不要誤信
憊，男孩斬釘截鐵回答：「不累！一票都 謠傳，以為他篤定當選，而應在投票日集
不能少，要多些人支持！」王國興聽後大 中票源全投工聯會。
網民「Fisherman Lee」大讚王國興過去
讚男孩「好叻」。片末，王國興團隊多名
「剪布」貢獻：「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義工登場，呼籲支持者集中票源。
王國興表示，自己選情非常嚴峻和十萬 不停幫香港人慳番幾多萬罐午餐肉，咁大
火急，一票都不能少。數十年來，自己一 功勞，仲有其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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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東候選名單：
柯創盛、黃國健、
胡志偉、陳澤滔、
胡穗珊、譚香文、
譚文豪、謝偉俊、
呂永基、譚得志、
黃洋達、高達斌
「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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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