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偉銓連日
落區，爭取
業界選民的
支持。他昨
晨 就 到 紅
磡，在建業
中心建築署
辦公室樓下

擺設街站，爭取機
會與選民見面，解
釋理念與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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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燒基本法 區諾軒豈能「護法」
家珮展照片證據確鑿「大話區」一度否認誠信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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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年新景象，
立法會補選港島區候選人陳家珮與民建聯主席李
慧琼，齊齊祝願香港一團和氣，更有活力地向前
發展。李慧琼更期望陳家珮「311旗開得勝」，
讓大家可以在立法會共同推動香港發展，見證高
鐵、港珠澳大橋及蓮塘香園圍口岸三項大型跨境
基建落成。
陳家珮昨日上載自己和李慧琼向市民拜年的影

片。李慧琼指，落成三項大型跨境基建，有助香
港追回落後的發展進度，其中最關鍵的高鐵有望
今年通車，但前提是立法會順利通過高鐵通車的
法例審議，不受拉布影響。

家珮冀三大基建速落成
陳家珮則坦言，過去數年社會氣氛不太和諧，

近年拉布情況已影響立法會運作，令香港發展停
滯不前，冀三大基建可盡快落成，讓內地和香港
居民早日受惠。若能在3月11日立法會補選後進
入議會，她定必做一個能協助香港發展的務實議
員。
陳家珮在帖子中表示，十分感謝李慧琼在今個

新正頭為自己打氣。「誠如她所言，今年高鐵即
將通車，但前提是在立法會審議法案時要順利通
過，不可以被拉布影響。」
她相信大家都同意，近年的拉布情況已影響立

法會運作，令香港的發展停滯不前。「所以，若
我進入立法會，定必會做一個理性務實的議員，
協助香港發展得更好，追回落後。」
同區其他候選人還有區諾軒、伍迪希和任亮

憲。

慧
琼
挺
家
珮

盼
立
會
共
事
同
建
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聯會近日發出
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候選人鄧家彪的宣傳傳單，但
有部分信件未有貼上足夠的郵資，令收信市民在
領件時要繳交欠資4元。工聯會昨日發聲明，就
事件對會員造成不便表示歉意，而受影響會員可
致電3652 5700，工聯會將盡快跟進。
鄧家彪在接受傳媒查詢時，對受影響的工聯

會會員致歉。據他所知，有個別義工因一時大意
無貼郵票，相信不會有大量未貼郵票的單張寄
出，但未知相關信件數量，又指工聯會會派人到
受影響會員的家中道歉。

義工漏貼郵票 家彪誠心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流感肆虐，
醫護面對重大壓力。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候選人
鄧家彪昨日就在facebook介紹其改善公共醫療
的政綱。他強調，特區政府要加大資源投入，
紓緩目前公共醫療系統面對的壓力，包括擴展
「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善用私營醫
療既有資源及服務空間，讓更多市民受惠。

建新院增培訓 擴大藥物名冊
鄧家彪認為，公共醫療體系服務目前已接近

臨界點，建議特區政府研究興建新醫院，應付
新界東日趨上升的醫療壓力，同時增加培訓本
地醫護人手，增聘海外醫護專才，紓緩前線醫
護人手不足的問題。
目前，藥物名冊制度容許病人在公立醫院以

標準費用使用藥物。鄧家彪建議更進一步，擴
大藥物名冊，支援罕見疾病及癌病病患者。
同區其他候選人還包括黃成智、方國珊、陳

玉娥、趙佩玉及范國威。

阿彪政綱多計
改善公共醫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深水
埗「出身」的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民建聯
候選人鄭泳舜，一直關注區內小店營商空
間及傳統行業傳承。他近日走訪了九龍西
區內多間傳統小店，並建議特區政府投放
資源推動本土傳統產業，包括讓傳統行業
小店進駐西九，同時培訓更多年輕人入
行，令本土經濟再起飛。陪同他走訪小店
的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同意通過創意重
新包裝傳統產業，就能擴大市場，促進本
土經濟。
鄭泳舜一直協助區內的小店——公和荳

品廠進行改革。近日，他走訪了九龍西區
內多間傳統小店，並於昨日在facebook上
載他與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到訪位於九
龍城城南道，與一間小型西裝店的老師傅
銳哥聊天的片段。

多點創新 培育新人 高鐵招客
銳哥在短片中指出，男士西裝行業與女
士時裝行業不同，因為西裝終究是禮服，
所以變化不多，目的都是穿得整齊舒適。

鄭泳舜認為，舒適的西裝大多要到西裝店
度身訂做，而且效果與直接購買單件西裝
有很大差別，這正是傳統西裝店的優勝之
處。
他續說，九龍西區仍有很多價值深厚的

傳統行業，包括西裝、縫紉、皮革和布
業，只要政府多下一點工夫，多加一些新
元素，將可令到不同的傳統行業再起飛，
有助本土經濟再度崛起。
鄭泳舜認為，在廣深港高鐵通車後，將

吸引更多旅客來港，應將這些行業納入西
九發展空間，發展具傳統特色的店舖既可
推廣文化，同時亦能帶動消費，為年輕人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陳婉嫻：創意包裝傳統有得諗
陳婉嫻同意傳統產業有很多發展空間，

例如西裝或旗袍產業，只要混合不同設計
元素，再運用創意重新包裝就能擴大市
場，促進本土經濟。
她舉例說，近來有旗袍組織在推動旗

袍，其設計師將西裝與旗袍的概念融合，

推出嶄新的西式款式，成功吸引注意。她
認為，若西裝或其他傳統產業用新面貌再
度推出，就能吸引更多人注意傳統產業，
並更容易擴展市場。
陳婉嫻續說，日本清水寺售賣很多如宣

紙等具日本傳統特色的貨品，並能持續發
展，故關鍵在於政府會否願意投放資源推
動本土傳統產業。

鄭泳舜在其參選政綱中，提出要推動各
區在合適地點，設立墟市；設立基金；協
助各區議會在特定區域或時段內，籌辦有
特色的墟市或假日市場；並設立「文化傳
承發展基金」，推廣、保護及傳承本地文
化、習俗及傳統技藝，鼓勵年輕人學習傳
統技藝及投身相關行業，促進本土特色文
創產業發展。

倡進駐西九 傳統小店復興有「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競逐立法
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補選議席
的謝偉銓，獲得不少業內人士拍片支持，更
大讚他能勝任議會工作，為香港做實事，並
期望對方成功當選後，可繼續帶領業界發
展。

讚經驗視野 冀帶領業界
專業學會規劃及發展組主席、測量師姚
逸明在短片中提到，過去Tony為香港做了
很多實事，並了解業界需要及困難，相信他
成功當選將對香港及業界來說是一件好事。
他期望Tony當選後，帶領業界走向國
際，創造更多商機及就業機會，憑藉專業的
國際視野及經驗，業界希望多接觸國際工
程。
姚逸明並希望Tony推動專業的發展，業
界冀響應巴黎協議，多做一些環保規劃、設
計、新的建築技術和建築物料，使香港成為
一個亞洲領先的環保城市及智能城市。
香港規劃師學會前會長施培德（Peter
Cookson Smith）亦拍片支持謝偉銓。

「謝真切支持完善港」
他指出，Tony過去的議會工作良好，自
己過去亦與他在專業層面上有不少接觸，
「I think Tony really stands for the better-
ment of the city.（我認為Tony真切支持完
善這個城市）。」
他坦言，現時香港有土地問題、房屋問
題，以及灣區的挑戰，相信需要一個有經驗
的人士了解並處理這些問題，並能作適當的
決定。由於該界別包含多個專業領域，冀
Tony當選後不要過分參與政治事件及議
題，而是真正聚焦香港的方方面面，包括改
善環境、土地供應等。
另一名支持者、城市規劃師譚寶堯則在
片中表示，很欣賞Tony勤力又專業的做事
作風，笑言自己已成為Tony的粉絲，一直
擁護他，希望他能重返立法會。
他坦言，現時香港經濟停滯不前，需要
Tony這種盡心盡力做實事的人帶動香港發
展，同時平衡保育，規劃一個更美好的城
市。

姚逸明施培德大力成「銓」

4名港島區參選人陳家珮、任亮憲、區諾軒及伍迪希昨日出席now電視台的
補選論壇，除了就政策、民生議題進行
辯論，論壇的焦點亦落在一幅相片中。
陳家珮在自由提問環節拿出一幅照
片，照片中側面面向鏡頭的區諾軒正拿
香港基本法的道具，放進焚燒中的桶
內。陳家珮問區諾軒：「呢位係咪你嚟
㗎？」

區軒不認不認還須認
區諾軒隨即聲言相中並非他本人。陳
家珮就圖片進行解說：「2016年11月2
日，你在中聯辦外燒緊基本法，你話呢
個唔係你？」自知理虧的區諾軒隨即口
窒窒：「咁點樣樣呢？請問？」
她質疑道：「香港擁護嘅香港基本法
你竟然燒喎，點講法治呀？（圖中）係
咪你呀？你話唔係你，係咪講大話？」
區諾軒稱記起當時是反對「831 決
定」，直認「係（我），無錯。」
任亮憲亦趁熱鬧，追擊區諾軒有關誠

信問題，「我諗真係要勸一勸你，政治
人（物）誠信係好緊要，你睇住一張
相，明明係自己燒緊基本法，你竟然喺
眾目睽睽下，當住香港人的面前否認咗
兩次，話唔係自己。」
區諾軒辯稱企在中央的任亮憲「阻

礙」其視線，任亮憲立刻澄清指自己有
特意讓開，批評區諾軒的說法不成立，
「冇誠信你講咩法治，講咩人權，講咩
民主？」

被質疑怕DQ「敢做唔敢認」
陳家珮就送贈「擁護基本法，DQ冇

有怕」的揮春予區諾軒，笑言區諾軒在
報名參選後因害怕被DQ，在過去的論
壇中「遮遮掩掩」自己的政治立場，並
就相中事件再說：「我見你剛才又認又
唔認，希望你同選民交代返你擁護定唔
擁護基本法。」
區諾軒未知是否過於驚慌失措，竟再

次「擘大眼講大話」稱：「我會向選民
交代陳家珮『指鹿為馬』，將基本法誤

指成 831。我當時燒的是人大 831 決
定。」有人隨即笑言：「但嗰本基本法
嚟㗎噃。」
在另一個環節中，有觀眾問及區諾

軒：「你（圖中）明顯喺度燒基本法，
你心入面反對基本法，其實係咪應該
DQ呢？」
區諾軒則以選舉主任作「擋箭牌」

稱︰「選舉主任如果要DQ我就一早
DQ我啦」，又「戴頭盔」稱自己曾參
與太多社會運動，「若沒有記錯」當時
是反對「831決定」。
主持人亦問到他對「自決」的立場，
他聲言自己「自決」的意思是在「一國
兩制」下，「香港人有權最大程度地決
定自己未來。」
主持人追問「自決」是否包括「香

港獨立」的選項，區諾軒未有正面回
答，僅稱自己認為「港獨」不可行，
但香港有人討論「港獨」是事實：
「你都要理解佢哋係香港人的一部分
囉。」

家珮：勿選大話連篇者
陳家珮在論壇結束後在fb發帖，強調

對從政者而言，「誠信最重要」：「論
壇中最深刻的一幕，是我展示區諾軒在
2016年11月2日抗議北京釋法示威集會
中，他焚燒基本法的照片，我詢問那是
否他本人，區諾軒先流露出錯愕表情，
隨後兩次否認相中人是自己！但是，不
認不認還須認，區諾軒最終承認那是他
本人，卻謊話連篇地說那只是反對831
的活動。」
她強調，候選人持有不同政見及立

場大家都能理解，但誠信不單是從
政，更是做人的基本。「雖然我與區
諾軒都是南區區議會的同事，但經過3
次選舉論壇後，我也不禁對其誠信起
疑。」
陳家珮形容，這次補選對香港十分重
要，而「有誠信」是做議員的基本條
件，「希望各位選民心清眼亮，別投選
謊話連篇的候選人。」

立法會補選港島區4

名參選人在報名時均

簽署確認自己真誠擁

護香港基本法。新民

黨候選人陳家珮昨日

在出席一選舉論壇時，展示出一幅反對派候選

人區諾軒兩年前焚燒基本法的相片，並質疑

道：「香港擁護嘅香港基本法你竟然燒喎，點講

法治呀？……（稱自己擁護基本法）係咪講大

話？」區諾軒一開始竟否認相中人是自己，不消

一會又轉口承認。其他候選人紛紛質疑他講大

話、無誠信，有觀眾更問：「其實係咪應該DQ

（區諾軒）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區諾軒面對質問，諗都唔諗就否
認，結果被問到口啞啞，不認還需
認。有觀眾則希望DQ佢。

now新聞台截圖

■陳家珮出示區諾軒於2016年11月2日抗議北京釋法示威集會中
焚燒基本法的照片，證據確鑿，唔同反對派習慣砌生豬肉㗎！

now新聞台截圖

■鄭泳舜指
發展傳統產
業，可推動
本土經濟。

fb圖片

■城市規劃師譚寶堯認為Tony專業
又勤力。 fb圖片

■姚逸明提到Tony為香港做了很多實
事，並了解業界需要及困難。 fb圖片

■李慧琼拍片為陳家珮打氣。

■■家彪分享工聯致家彪分享工聯致
歉聲明歉聲明。。 fbfb圖片圖片

■鄧家彪介
紹公共醫療
政綱。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