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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全盛為ICT業界發聲爭升呢
促政府改善採購聘請政策 減人才流失單一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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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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全盛昨日向ICT選民及業界發出題為
《提升ICT專業地位．爭取合理待遇

建立專業認證》公開信。他指出，數碼經濟
日漸成熟，環球市場紛紛發展大數據、雲運
算、手機Apps等技術和服務，ICT從業員
是香港建設數碼經濟核心力量，但業界正面
對人力資源兩難局面：一方面僱主難聘請業
務員工，另一方面從業員待遇和社會地位欠
佳，導致人才流失和未來接班人斷層。

反對「價低者得」唯一競投標準
他認為，特區政府在ICT採購和聘請人手
方面的苛刻政策是問題根源，「價低者得」
單一競投方式令企業無利可圖，無法提升員
工薪金。他又指，政府透過T合約承辦商長
期以合約形式用較低福利和待遇聘請ICT技
術人員，這些手法對私營機構起了不良的帶

頭和示範作用。
楊全盛強調，一定要撥亂反正，必須推動

政府在ICT採購和人手聘請政策和原則上作
出多方面改善，首先放棄「價低者得」作為
唯一項目競投標準；其次是訂立在透過T合
約聘用人員一段長時間後，過渡至政府聘用
機制；其三是外判項目合約中，訂明合約員
工待遇，避免中介公司剝削，並採用政府直
接合約聘用方式，以保障人員待遇達到一定
水平。

挺推專業認證機制適切訂薪
他說，為了提高ICT人員市場認受性，支

持積極推動專業認證機制，有助ICT人員在
公私營機構受聘時爭取合理待遇，另一方面
有利各機構聘用優秀員工，為本身建立更專
業的形象。不過，他強調，認證機制須符合

三大要求，首先是要有廣泛的市場認受性，
同時須緊密和內地以及世界各地同類專業認
證接軌，以提高ICT人員獲取認證的積極
性，最後是政府要率先承認認證，包括聘用
ICT從業員時，以此衡量適切薪酬水平。
楊全盛又在其facebook上載短片，片中

可見一群年輕ICT業界中人發聲齊撐楊全
盛。互聯網專業協會常務理事會及執行委
員會副秘書長楊文銳表示，資訊科技界需
要有實戰經驗的人帶領，而楊全盛就有創
業及領導企業經驗，深信他能為業界帶來
更好的發展。

楊全盛表示，人才是社會發展首要條件，
承諾會爭取更多國家級科技創新基地在港設
立，從而引進內地政府及民間資金，為本地
科創人才，尤其是年輕人才，創造更多就業
和創業機會。
資訊科技界候選人還包括現任議員莫乃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候選人、智慧城市聯盟召集人楊全盛，昨日向資

訊及通訊科技（ICT）選民及業界發出公開信，強調ICT從業員是香港建設數碼經濟核心力量，但ICT業界正

面對相當複雜的困難，包括人才流失和未來接班人斷層、單一競投方式令企業無利可圖等。他要撥亂反正，

推動政府在ICT採購和人手聘請政策和原則上作出多方面改善，提升ICT專業地位，讓界別人才盡展所長，能

夠更專注於事業發展及技能提升範疇。他呼籲選民投票給自己，為業界發聲，「Reboot香港」！

■楊全盛呼籲提升ICT專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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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精英運動員代表
團昨日抵港，一直關注體育活動的立法會體育、演藝、
文化及出版界候選人馬逢國昨日希望，熱潮過後，特區
政府應認真落實體育政策檢討，促進運動發展。

殘奧將開幕 盼續挺港將
馬逢國昨日在facebook表示，他前日出席奧運香港

代表隊回港歡迎儀式，心情興奮，禁不住成為小粉
絲，與運動員拍照留念。昨日，國家精英運動員代表
團抵港訪問，之後的示範表演和交流活動，相信亦會
成為全城焦點。不過，他非常關心熱潮過後，特區政
府和社會對運動關注能否持續下去，認真地落實體育
政策檢討，促進運動發展。里約2016殘疾人奧運會將
於9月7日開幕，他希望大家持續關注和支持香港運動
員，繼續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馬逢國籲認真檢討體育政策

民建聯港島區候選
人、民建聯副主席張國
鈞近日邀請民建聯創黨
主席、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與他一起拍片，昨日把30秒預告片
上載至自己的facebook。他在片中強
調，自己若進入立法會，將以法論
政、以理服人，期望獲港島區選民支
持。
短短的預告片中，曾鈺成僅表示：
「有人問我，香港未來會是怎樣？有
人問我，立法會未來會是怎樣？」究
竟他想向大家傳遞什麼訊息呢？張國
鈞叫大家不用心急，密切留意未來幾
日上傳的足版影片便會知悉。
張國鈞又在其 facebook 專頁上載

一段自己近日參加電視台港島論壇
的短片。張國鈞在片中批評，有些
激進候選人旨在進入立法會搗亂，
圖謀把議會變成講「港獨」的政治
舞台；有些人天天拉布，卻對外稱
其「發言次數最多」；有些人不分
青紅皂白，天天與政府對着幹；有
些人則立場搖擺不定，眼見民調數
字不穩就企圖推翻制度。
他呼籲大家看清楚誰在鼓吹「港
獨」；誰縱容拉布；誰旨在盲目反政
府；誰為了選票立場搖擺不定。他直
言日後立法會如何，全賴大家一票決
定，希望大家支持為社會做實事，以
理論政的候選人。

■記者 鄭治祖、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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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銓為同行 業界齊挺承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現任
議員、競逐連任的謝偉銓，昨日舉辦
「為同行，撐Tony」動員大會，眾多
業界專業人士、公私營機構以及社會名
人到場，以實際行動支持謝偉銓連任，
「銓心實幹，承續為同行」。
謝偉銓在政府、半官方機構、私營機構
累積40年實戰經驗，清晰了解業界公務
員、私人機構從業員所面對的問題與困
難，並於過去4年在議會着力跟進，包括
為業界界別增加超過800個公務員編內職
位，就優化項目審批程序提交建議，縮短
項目完成時間，以及促請政府增撥資源支
助青年專業進修、增值，協助他們往上流
動等。同時，謝偉銓與業界、公務員和政

府管理層建立良好互信基礎及有效溝通平
台，大幅提升議會工作成效。

九大「繼續」跟進 四大「倡議」
是次競逐連任，謝偉銓提出九大「繼

續」跟進議題，涵蓋增加就業機遇、改
善行業前景、優化及制定政策條例，以
及關顧政制民生等範疇，並提出四大
「倡議」，包括成立專業培訓及創業基
金，協助中小企及青年發展、設立「建
築及項目管理研發中心」以及訂立「香
港建築及檢測認證標準」，締造香港品
牌等。Tony將一如過往以務實「貼地」
態度，為業界、為香港做實事。
選情進入最緊張關鍵的衝刺時刻，謝

偉銓強調：「我能否成功連任，選民每

一票都至關重要，我會以全力、努力、
實力，贏取選民信心一票！與建、測、
規、園攜手再創新里程！為社會未來發

展努力！」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候選

人還包括林雲峯及姚松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教
育界議席多年被教協壟斷，令不少教師心聲
未獲反映。教育評議會副主席、風采中學校
長何漢權形容，教育界近十多二十年來，一
直「長期鬱悶、長期呆滯」，因此他非常高
興及欣賞福建中學校長蔡若蓮敢於站出來參
選立法會教育界議席，挑戰競逐連任、教協
的葉建源，並祝願她獲勝，打破教育界遭教
協壟斷的局面。
蔡若蓮昨日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何漢
權訪問短片。何在片中表示，他所認識的蔡
若蓮「無疑係優秀嘅教學人才」。她不但切
切實實具備豐富的前線教學經驗，也積累了
一定學校管理經驗，而她在學術研究和政策
評論方面也是「有板有眼」。
何漢權對蔡若蓮敢於拿出勇氣、拿出承擔

參選立法會表示高興及欣賞。他特別指，教
育界立法會議席長期被壟斷十分荒謬，因此
蔡若蓮站出來打破壟斷，可以打破教育界十
多二十年來長期的鬱悶及長期的呆滯。蔡若
蓮出來參選已經勝出了第一關，他希望對方
成功爭取立法會議席，創造多贏局面。

網民讚撥亂反正 重建香港
短片上載後，得到網民力讚，觀看次數超過

1,500次，不少人留言支持。「Cheemoon
Chan」表示：「為人師者不能再任由教脅（教
協）葉見完（葉建源）之流繼續令教育界蒙羞！」
「Kwan Hung Chan」則強調：「真的希望再
見到各界有能力，有正能量既（嘅）好人勇於站
出來，撥亂反正，重建香港。」

葉太三綱領推種族共融

近年有部分年輕人疑因不滿社會現狀，缺
乏向上流機會，言行走向偏激。新民黨立法
會香港島候選人葉劉淑儀在其facebook專頁
貼文，分享《我哋一齊為青年人創造未來》
政綱，提出她為青年政策而設的政綱，列出
從教育、經濟及房屋供應三方面，解決年輕人

面對的問題。
葉劉淑儀指出，部分青年不滿社會現狀，既對政

府表現失望，也對香港發展感到沮喪，少數人更認
為應該爭取自決以至「獨立」，以為擺脫「一國兩
制」框架限制，就會有「美好發展」。她理解青年
感受，很多他們不滿之事的確存在，因而殷切希望
可解決這些問題。
她提出對青年政策三大綱領，包括辦好教育以裝

備青年，搞好經濟以擴闊年輕人出路，以及增加房
屋供應讓青年安居樂業。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參選港島區的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一直關心少數族裔在香港的生活。她昨日在網上公佈其推
動種族共融三大綱領，包括重建本地少數族裔形象、支援少數
族裔學習中文，以及協助少數族裔就業。她表示，近40年公務
員生涯中，有幸與不少少數族裔合作，相處融洽。她今後會繼
續與大家一同推動種族共融，希望得到各界支持。

重建形象 助學中文 協助就業
葉劉淑儀昨日在網上公佈其推動種族共融三大綱領，一是重

建本地少數族裔形象。她指，近年大量假難民湧港，濫用酷刑
聲請程序，不少人更在逗留期間犯罪，令本地少數族裔群體形
象受損。她會代表他們，促請當局加快處理酷刑聲請審核，遏
止假難民湧港，重建本地少數族裔社群正面形象。
二是支援少數族裔學習中文 。她指出，特區政府由2014/

2015學年開始，為學校提供「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
構」，教育局亦向所有取錄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額外
撥款。然而，她認為，學習語文須從小打好根基，教育局應確
保少數族裔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時，便能獲得學習中文機會，及
早打好中文根基。
三是協助少數族裔就業。她表示，過去在立法會公務員及資

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中，多次提醒特區政府須確保少數族裔
投考公務員職位時享有平等機會。2010年以來，超過20個公務
員職系已作出調整，在不影響運作需要前提下，包括訂定較低
的中文語文能力要求，只要求中文或英文書寫能力而非兩者兼
具或以小組面試取代中文筆試。她以警務處警員及懲教署二級
懲教助理為例，指近年非華裔獲聘任比率相當不俗。
葉劉淑儀昨日並在其facebook上載短片。香港印度協會主席

Mohan Chugani在片中表示，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一直
視香港為家，認為葉劉淑儀愛香港，多方面經驗非常豐富，工
作非常用心，不像現時很多立法會議員「好似喺度玩咁」。地
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傳訊及公共事務主管Rizwan Ullah
博士也表示，葉太凡事親力親為，是非常值得支持的候選人。

街站派傳單 獲行會立會同事站台
近日，葉太在中環皇后大道中設街站，派發經濟及土地政綱單

張，獲多名行政會議及立法會同事站台支持，包括行政會議成員
史美倫、廖長城、周松崗，陳智思及立法會議員廖長江。他們均
讚賞葉劉淑儀服務香港多年，鞠躬盡瘁，真心為香港市民做事，
為香港前途及福祉做了大量工作，呼籲市民投票支持她。
葉太強調，若想贏回香港，要由贏回立法會開始。她批評本

屆立法會表現令人失望，會內太多拉布、流會、反對甚至搞對
立情況，拖累本應開展的政策工作，浪費很多時間。她呼籲市
民選出真正做實事、講理性、求建設的議員進入立法會。

度身政綱惠青年

■少數族裔支持葉劉淑儀進入立法會。

■何漢權祝願蔡若蓮獲勝。

■葉劉淑儀(左二)提出3大政綱，殷切希望解決年輕
人面對的問題。 fb截圖

■謝偉銓舉辦「為同行，撐Tony」動員大會，眾多業界專業人士、公私營機構以
及社會名人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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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鈞邀鈺成拍片
宣法理論政服人

■張國鈞表示，若進入
立法會，將以法論政、
以理服人。

■曾鈺成表
示：「有人
問我，香港
未來會是怎
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