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泳舜倡建公屋鈎住「三年上樓」
近日有調查指香港樓價位列最難負擔的地區，全家要不吃不用19年方能「上

樓」。除了市民關注樓價高問題，出選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民建聯鄭泳舜同樣關

心，昨日更在其facebook專頁分享數項增加土地供應的政綱，包括考慮在維港

以外地方填海、不減郊野公園總面積下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土地，及善用荒廢農地

及棕地等，與大家一起關心覓地建屋議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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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珮挺護士 促增加人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流感

高峰期即將重臨，香港護士協會於報
章刊登聲明，批評政府一直利用護士
專業奉獻的精神，藉此「加床不加
人」，罔顧護士工作壓力，亦無履行
保障市民健康責任，並發起「無奈、
關心！」行動，呼籲市民支持他們。
新民黨立法會港島區參選人、南區區
議員陳家珮在 facebook專頁上載照
片，為前線醫護人員打氣，並促請特
區政府檢討公營醫院的人手比例。
護協在廣告中指，現時公立醫院護

士人手不足，病房長期爆滿，有調查
報告顯示，現時病床佔用率達
128%，但85%病房沒有增加額外人
手，大大加重前線護士工作量，而人
手不足問題未被重視，對前線護士造
成巨大衝擊，士氣極度低落。

不滿「加床不加人」增壓力
護協批評，政府一直利用護士專業

奉獻的精神，藉此「加床不加人」，
完全罔顧護士的工作壓力；再者人手
短缺等同剝削病人獲得專業護理服務
及照顧之權利，是沒有履行保障市民
健康的責任。他們對此表示極度無
奈、失望和不滿。
護協表示，這兩年他們都有發出公

開信，要求政府正視問題，在流感高
峰期間推行改善措施，解決護士人手
不足及醫院爆滿情況。惟政府實際上
卻沒有投放足夠護士人手及資源，令
到每年的流感高峰期，公立醫院均再
一次淪陷。
護協指，是次發起「無奈、關
心！」行動，希望市民明白他們的心

情及面對的困境，支持他們的行動，
在他們的facebook專頁點讚及分享，
向政府表達不滿，以及要求爭取資源
及增聘護士人手，改善現時病房迫爆
情況。
陳家珮在facebook專頁上載照片，

為前線醫護人員打氣。她指出，公立
醫院的輪候時間愈來愈長，尤其是嬰
幼兒專科。有部分需要支援的幼兒，
經健康院轉介至專科，往往要等候幾
年時間，錯過了治療的黄金時機，對
患者及其家庭造成長遠影響。她要求
醫管局盡快投放更多資源在幼兒健康
上。
她認為，公營醫院的人手比例多年

沒變，令前線醫護人員的負擔變相愈
來愈重，即使他們多努力工作，士氣
難免受影響，希望醫管局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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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泳舜批
評反對派事
事反，使多
個房屋及大
型土地發展
項目被迫擱
置。

fb圖片

■■袁潔儀支持鄧家彪。 fb圖片

近年「上樓」之難，幾乎成為
「香港人的最痛」。鄭泳舜在

短片中指出，目前香港人口逾 700
萬，住宅面積只佔香港土地面積不足
10%；目前有20萬市民住在劏房；公
屋輪候冊申請個案逼近30萬，輪候
時間逾4年；去年房協出售將軍澳及
屯門兩個資助房屋項目，更接獲近10
萬宗申請。

批反對派窒礙規劃
這一連串數字，反映普羅大眾對房

屋及土地需求非常大，然而在很多市
民想上樓，但「等極都等唔到」之
際，遇着一班每事必反的反對派，令
多個大型土地及房屋發展項目因此被
擱置，包括研究可容納40萬人口的
人工島研究項目、可提供6萬人口的

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及提供4
萬個單位的東涌新市鎮擴展等，讓人
氣憤。
鄭泳舜強調，面對房屋短缺，歸根
究底還是要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
此外，要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將公屋
興建量與「三年上樓」的目標掛鈎，
重新落實「三年上樓」的承諾。他深
信香港人是值得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被觀眾稱
為「潔儀姐姐」的前亞視藝人袁潔儀，昨
日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視頻支持立法會
新界東候選人鄧家彪。她盛讚鄧家彪很實
在，樂於幫助基層，「只要他認為有道
理，無論是否認識，都會義不容辭施以援
手。」因此她呼籲選民在3月11日立法會
補選時，投鄧家彪一票。
袁潔儀在視頻中坦言，在自己認識的人

中，對選舉都不是很熟悉，但如果自己選
擇的話，就一定看高一個人，他就是阿Bill
鄧家彪。
她表示，從相處之中阿Bill給她的感覺

是個很實在的人，最重要的是，她發現鄧
家彪很落力幫助基層，令她很感動。「和
鄧家彪相處久之後，會感覺他真的是用顆
心去幫助身邊的人，甚至他不認識的人，
只要他覺得有道理，都一定義不容辭去幫
助別人。」
所以，在這次立法會補選，她義不容辭

支持新界東候選人鄧家彪，並以鄧家彪的
競選口號結尾，稱：「跨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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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為咗所謂「初選」搞咗
場大龍鳳，點知個機制其實亂七
八糟。本身係Plan B嘅民協老馮

（馮檢基）宣佈退出唔玩之後，「自決派」朱凱廸就
爆出，「民主派幾位代表」同姚松炎已經諗緊由邊個
做Plan D，令各界譁然。民主動力嘅趙家賢昨日就試
圖解畫，話咁多次會議入面無人探討過Plan D，咁即
係朱凱廸講大話？他就即刻deadair，口窒窒咁話：
「或者大家對字眼理解不同。」

趙家賢朱凱廸說法矛盾
趙家賢噚日分別上咗兩個電台節目，交代返「泛民

初選」鬧劇的情況。佢話，由於姚松炎團隊對於「諒
解備忘錄」的條文有不同意見，即係「可根據初選結
果首兩名至三名參選人的支持度百分比排名的優先次
序作為報名的 Plan B / Plan C」，所以就促成咗一
次會議，矛頭直指姚松炎唔想跟機制喎。不過佢補
充，會議後大家都共識跟返機制，由得票率最低的袁
凱文做Plan C。
佢續指，會議入面有就不同的情況「沙盤推演」地

探討，但就沒有討論Plan D的人選，甚至完全無提
到 Plan B 及Plan C都唔玩之後的情況喎。喺趙家賢
反覆重申「真係無傾Plan D」嘅同時，睇返朱凱廸個
聲明，他就提到：「民主派幾位代表和姚松炎開會討
論，大家得到的結論就是：支持遞補機制，同時物色
一包底人選（Plan D），若姚松炎被DQ，而馮袁均
不出選，則由Plan D補上。」兩人嘅講法好有出入
喎，莫非有人講大話，想隱瞞一啲事實？
主持人就醒水追問，朱凱廸明明話同時物色Plan D

㗎喎？佢首先回應：「佢點講法，我唔可以評
論……」又話民主動力只可以執行機制，無能力搵
Plan D。俾主持人問多兩問，佢就突然間deadair咗2
秒，之後爆出一句「可能因為大家對討論時的字眼理
解唔同」喎。有討論咪有討論囉，何必死撐想守護政
治「倫理」啫。反正由老馮被威脅下退出開始，明眼
人都睇到你哋點「操縱選舉」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究竟有冇Plan D？
反對派未夾口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社區網絡聯盟」召集
人、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的
劉頴匡，昨日報名出選新界
東。他聲言，自己是「本土
派」參選人，但現在不支持
「港獨」，「真心誠意」擁護
香港基本法，相信可以「入
閘」參選。
以「務實本土」自居的新民

主同盟范國威，在報名參選時
曾聲言有激進「本土派」中人
參選會令票源分散。劉頴匡雖
曾為「新同盟」成員，就不放
范國威在眼內，昨日手持近
200個提名報名參選。
他聲稱，補選需要有真正代表
「本土派」聲音的候選人參選，
貌似暗諷范國威是「假本土」，
又聲言自己「現在」不支持「港
獨」，最近無作出任何相關言
論，自己亦會簽署確認書，估計
參選資格「沒問題」。
不過，劉頴匡宣揚「港獨」其
實是不爭的事實，他一方面是中
文大學激進組織「本土學社」的
前召集人，亦曾自言要「將香港
獨立理念散播海外」，一方面更
自稱得到因宣「獨」被取消議員
資格的「青年新政」梁頌恆承諾
全力協助。

趙佩玉加入混戰
另外，「性傾向條例家庭關注
組」成員趙佩玉昨日亦報名參選
新界東，自稱無黨派。其他已報
名參選新界東補選者還包括陳玉
娥、方國珊及陳國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
決派」齊向民協馮檢基「逼宮」，令馮
「被」自動放棄做「Plan B」，引發反
對派內訌。為轉移公眾視線，反對派各
立法會議員昨日向選舉事務處及律政司
施壓，要求他們盡快確認「自決派」的
周庭及姚松炎的參選人資格。多名立法
會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此舉無視法
治，純粹「靠惡」，一旦得逞將後患無
窮。

再圍律政中心強行要見司長
就有傳媒報道姚松炎及周庭的參選提

名會被裁定無效，十多名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於昨日下午與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主
任黃思文會面。公民黨議員陳淑莊在會
面後引述黃思文稱，港島、九龍西及新
界東3個地方選區的選舉主任，都曾經
就參選人的資格問題向律政司諮詢意
見。傍晚，他們再到律政中心，要求就
此與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會面。

梁志祥：靠惡可搶議席？
新社聯會長、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

祥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反對派到負責選舉的部門吵吵鬧鬧，

「係咪靠惡就可以隨心所欲？係咪靠惡
就可以搶埋議席？」
他批評，在立法會舉行會議期間，反

對派議員非但沒有履行職責出席會議，
更就參選人資格問題向政府有關部門施
壓，完全違反了他們口口聲聲稱選舉要
公平、公正的原則，「如果靠惡就得，
還需要選舉嗎？不如直接宣佈反對派欽
點的人當選算了！」

何俊賢：投票前應深思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反對派

惡人先告狀，「係咪夠惡、夠粗魯，搞吓

『佔領』，就可以為所欲為？係咪靠惡就
唔使理法例，連候選人需要的資格都要改
變？就可以強行影響選舉結果？」
他直指，近日社會風氣如此敗壞，年

輕人行為離經叛道，就是這班反對派一
手造成的，市民應該深思投他們一票，
是否做了一個對社會不負責的行為。

何啟明：強盜手法毀選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多年

以來，在市民同心協力下，香港的選舉
制度得以公平、公正、廉潔而稱譽海
外，很多國家及地區都望塵莫及，但反
對派就公然向選舉事務處及律政司司長
施壓，企圖影響選舉的安排，是試圖以
強盜手法扼殺香港的選舉制度，破壞法
治，且對其他參選人也不公平。

邊個想睇羅三
七（羅冠聰）同
小麗老千（劉小

麗）俾人打到啪啪聲？相信好多人都
會舉手。「香港眾志」港島區參選人
周庭近日就上載咗條片，其中羅三七
同小麗老千就「模擬」俾人兜巴星，
嚟形容佢哋被DQ一事。呢條片上網
後，引來唔少揶揄：有網民就話點解
唔見咗俾「自決派」夾硬迫退DQ嘅
「Plan B」馮檢基，有「港獨」分子更
話條片故意唔提「青症雙邪」都係被
DQ。有「眾志」支持者質問呢啲「港
獨」做過咩，對方即刻反駁話周庭在
「佔中」時做逃兵，「佢又做過啲
咩？」

周庭「佔中」逃兵扮「女俠」
喺嗰條講DQ嘅片中，「瀆誓四丑」

3人登場。羅三七、小麗老千就「借
位」拍俾人兜巴星，後者仲要被揑
頸，嘩咩咁重口味玩SM？但唔知係咪
敬老，「長毛」梁國雄就淨係俾人㩒
住膊頭烏低身，可能驚做佢對手嗰個
真係忍唔住假戲真做打佢一鑊啩？
因為連白紙黑字協議都可以隨口推

翻、仲連埋「自決派」議員朱凱廸發
動支持者趕盡殺絕馮檢基搞到佢連
「Plan B」都做唔成嘅姚松炎，片中就
冇佢份，唔知係咪驚趕客？「青症雙
邪」游蕙禎（Cheap禎）同梁頌恆（的
士梁）叫做係咁意個名喺字幕度出現
過幾秒，但就冇樣睇。陰功，相信好
多人想睇到佢哋俾人摑甚至拳打腳
踢，如果SM程度高過小麗老千，條片

肯定更多人睇。
言歸正傳，條片係話幾條友被DQ係

被「暴力對待」，係等於將投票俾佢
哋嘅選民嘅票掃落垃圾桶。最正嘅
係，條片最後就由周庭「打救」晒呢3
條友。嘩，咁勁？周庭應該諗吓唔好
「大材小用」、取代「青城派國師」
傻根（陳云根）做「地球大總統」，
拯救地球囉！
講完條片，就講反應。當然，好多
「眾志」支持者都冇理會點解羅三七
同長毛俾人SM都冇還手之力，反而一
個當年喺「佔中」期間因為「我恐
懼，我誤判」而就走咗去唔做「學民
思潮」發言人，現在就會突然好似標
咗童咁神勇，圍爐大讚。
當然，一講到DQ，點可以冇馮檢基

份？「Bert S F Wong」揶揄道：「條
片拍得好好，不過點解唔見馮檢
基？」「Edison Ka Ho Yeung」也
說：「咁迪迪（朱凱廸）DQ馮檢基，
有 冇 人 同 佢 申 冤 ？ 」 「Moon
Cheung」則道：「人人都是馮檢
基！」

「Franco Wong」留言道：「其他兩
區民主派要有初選，而初選大部分候
選人都係有選舉經驗，但點解港島區
就咁放心比（畀）你去出選？另外就
係你當年試過受不住壓力而退出前
線，而（）家假若你成功當選，你
會點樣處理壓力，又點樣承諾選民你
唔會退縮？」

未撐梁游激怒「青症」粉
最火滾嘅都係「獨派」中人，特別

係 條 片 冇 拍 到 Cheap 禎 俾 人 打
（誤）。「Ka Fu」就留言話：「咁你
係未（咪）要支持返青政班人呢？泛
民比（被）DQ就要重奪議席，其他人
比（被）DQ就去搶人議席，咁又幾好
喎！」「韓偉傑」更爆粗話：「講到
咁×偉大，本土派個兩席呢？割×夠
席未啊？人渣！」
「眾志」粉「Vernon Ng」就反唇相

譏：「梁天琦都入左（咗）獄，我都
想問下，本土派d（啲）人呢？聲都唔
聲下既（嘅）？……仲係靠鬧人刷存
在感呀？」「Rasaid Tsang」也道：
「你用自己把口，講一次梁游依
（）家做左（咗）D（啲）乜先，自
己都講唔出口，就收得皮。」
「Ka Fu」也反擊：「咁我想問周庭

做過啲乜？當日雨傘第一個割席走人
係邊個？而家有位上就返嚟，唔怪
得香港越嚟越×街喇，未（咪）多得
你地（哋）呢班泛民支持者囉！」
已報名參加港島區補選者還包括陳

家珮及任亮憲。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各界批反對派圍選舉事務處

三七小麗拍「啪啪片」申冤不成被恥笑

■■陳家珮上載照片為前線醫護人員打氣陳家珮上載照片為前線醫護人員打氣，，認認
為政府應檢討公營醫院的人手比例為政府應檢討公營醫院的人手比例。。 fbf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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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月10萬人工，小麗老千要揸
頸就命乎？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