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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炎歪曲事實講財案 同路人踢爆

參選立法會，與其一直講政治，不如討論市民真正關心的民

生問題。新年度財政預算案，被質疑忽略了房屋問題。立法會

九龍西補選候選人鄭泳舜近日與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

界補選候選人謝偉銓首次「crossover」對談，探討如何解決

房屋問題。他們均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由「麵粉」着手，故一定要先透過土

地用途分配、適量填海等方法增加土地供應，才可以做到「麵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針對房屋問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新年度財政
預算案中提到，未來5年，公營房屋預計建屋

量約為10萬個單位；2018 / 2019年度賣地計劃會
包括4幅商業 / 酒店用地；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將於
今年上半年進行公眾參與活動，討論增加土地供應
的取捨和優次，年底前會向特區政府提交建議；預
留10億元資助合資格項目的基本工程費用，便利非
政府組織以短期租約租用空置政府用地或校舍。

曾成功爭取高球場變公屋
不少市民都認為預算案增加土地供應和應對樓市
方面「交白卷」。鄭泳舜昨日在facebook發佈短片
中，就點出目前還有很多港人住劏房，生活很困難
的問題，「一家四口住碌架床，交六七千元租金，
公屋輪候冊上等上樓的人越來越多，似乎要有麵粉

才可做麵包。」
他續說，身為深水埗區議員，自己過去也做過努

力，例如透過改劃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用來建
屋。早前，有個高爾夫球場就在他們經過一輪努力
後，爭取到將它變成公屋。他問謝偉銓︰「特區政
府到底有什麼可以做，以增加土地供應？」
謝偉銓認同，治本方法一定是要增加土地供應，

「如何增加呢？現時那麼多人居住得這麼差，我認
同各方面的做法都要考慮。」
他舉例如土地用途分配、適量填海及增加建築容

積率，讓大家有多些樓宇面積可用，並認同鄭泳舜
早前所作的努力，認為在土地運用上，如果政策容
許作出改劃，增加土地供應會相對較快。

議員為港好 應推好方案

補選即將進行，鄭泳舜坦言，過去立會響鐘、拉
布，浪費了很多時間和發展機遇，問曾任立法會議
員的謝偉銓，對未來立法會和特區政府有什麼期
望。謝偉銓坦言，希望立法會議員都是為香港好，
對政策作有建設性的建議，或提供更好的方案，一
起去推動，「這才是作為議員要做的事，」
鄭泳舜也強調，議會內理性務實的討論很重要，

希望將自己過去10年服務社區的經驗帶入立法會，
與大家做好更多規劃工作，讓九龍西得到改善。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候選人還包括司

馬文。

倡分配土地用途適量填海 增土地供應造「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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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珮：領展誓跟到底 回購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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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苗爭議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
「偽專家」對社會

的為害比無知者更甚。代表反對派參加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姚松炎經常掛出
「專家」的頭銜，事實就以似是而非的
數據誤導市民，像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公
佈後，他就聲稱「香港賣地的所有收入
都不會用在民生支出」，就連反對派同
路人、「人民力量」前主席劉嘉鴻也睇
唔過眼，話只要一打開今年財政預算
案，就知嗰位人（仁）兄嘅「見地」係
幾咁令人失笑。
姚松炎近日發帖推銷其「合作社房
屋」建屋的政綱。為加強說服力，佢就
話特區政府賣地所得的金錢「都會直接
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只會用來

「興建基建大白象工程」，不單對民生
沒有幫助，且「百害而無一利」，「租
金、樓價及舖租都會因為地價通通上
升，造成百物騰貴的境況。……土地賣
得愈貴，大家的生活愈痛苦」云云。
如果係一個普通市民，講吓嘢係無妨

嘅，但佢既然自稱這方面的專家，又係
代表反對派參加今次立法會補選嘅人，
仲公開發表呢啲不盡不實甚至完全錯誤
嘅言論，就實在太不負責任了。身為
「同路人」嘅劉嘉鴻就發帖，不點名批
評姚松炎呢個講法。
劉嘉鴻喺帖中話：「有位人（仁）
兄，先姑隱其名，不停『好有見地』咁
話『賣地收入並不會用在民生支出』，
因為『政府賣地所得的金錢都會直接撥
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只會用來興建基

建大白象工程』。我一聽就已經覺得唔
妥。」

劉嘉鴻：從來撈埋一條數
他解釋，「政府財政儲備底下一般賬

目同嗰八個基金，從來都係撈埋一條
數，幾時分得咁開？難道呢位人（仁）
兄有咩高見？何況就算法例寫咗啲基金
只有特定用途，一樣可以改法例。唔改
得法例選你入去做議員托×呀？」
所謂「有圖有真相」，劉嘉鴻上載咗

預算案的相關內容，直言：「只要一打
開今年財政預算案，就知嗰位人（仁）
兄嘅『見地』係幾咁令人失笑。圖中係
2018 / 19年預算劈頭第一頁。大家見
唔見到，『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來年會
轉撥800億出去，其中774億會去『政

府一般收入賬目』。」
他質疑姚松炎：「請問呢774億唔係做

民生係做咩嘅呢？『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來年預計會有1,299億收入，就係來自賣
地，請問你話喺現行法例下賣地收入會
唔會用喺民生支出呢又？」

網民「Henry Lau C」就留言揶揄姚
松炎：「好多左膠最鍾意玩弄數字，你
花少D（啲）時間就中計。」劉嘉鴻則
嘆道：「但係呢單講足成個月，仲當係
發現新大陸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建制派各個立法會補選候選人過去一
段時間都默默耕耘，宣揚理性務實、推
動香港發展的理念，但如何做到一加一

大於二的效果？港島區補選候選人陳家珮、九龍西補選候選
人鄭泳舜、新界東補選候選人鄧家彪在聯合舉行造勢大會的
同時，近日更開始在自己facebook上分享彼此的帖文，幫忙
宣傳理念，以團結的精神，發揮協同效應。
近日，3名建制派候選人在facebook互動，陳家珮就分享
了鄧家彪選情告急的短片、鄧家彪就分享了鄭泳舜向市民講
解「一地兩檢」的短片、鄭泳舜則分享了陳家珮的facebook
上「捍衛法治 回歸理性」的封面圖片，希望讓自己的支持
者，更全面地了解各區建制候選人的理念。
新界東候選人還有黃成智、方國珊、陳玉娥、趙佩玉、范
國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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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年度預算案
公佈後，不少市民都要求「加碼」。新民黨就此
提出新建議，建議財政司司長向符合3項條件的
市民發放3,000元現金津貼。立法會港島區候選
人、新民黨中委陳家珮解釋，預算案忽略了一群
未跌入稅網的上班族，故政府應派發津貼，協助
身為香港永久居民、有工作但不用繳納薪俸稅，
及沒有物業的市民。
在財政預算案公佈後，陳家珮在街頭訪問了多

名市民。有人認為政府有龐大盈餘，應該派錢。
有人則認為預算案應將資源多放在民生，包括老
人福利等方面，並反對全民派錢，不希望有些剛
出生或沒有貢獻過社會的人輕輕鬆鬆就可以拿幾
千元。有人提到坊間租金扣稅的建議，坦言即使
扣了稅，「其實又會被人加租。」

財案忽略部分入息低在職者
陳家珮表示，新年度預算案的確回應到中產家

庭及基層市民的需要，但同時忽略了部分入息不
高的在職人士，「不少人可能未跌入稅網，自己
辛辛苦苦餬口。」
她坦言，新民黨並非反對派錢，而是不支持像
2011年般，不分貧富人人都派6,000元，最後用
了公帑360億，實在太過浪費，故新民黨建議向
符合3個條件，包括身為香港永久居民、有工作
但去年不用繳薪俸稅，及沒有物業的市民發放
3,000元，估計有118萬人受惠，涉及開支不超
過60億元，相信政府可以應付得到。
為什麼要劃界3,000元？陳家珮解釋，他們是參

考了預算案中提出，有需要的兒童每人可得2,000
元；領取綜援、生果金、低收入津貼出「三糧」約
每人受惠數千元，相信3,000元絕對符合公平原則，
希望財政司司長可以考慮新民黨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社會普遍
都期望立法會議員務實解決問題，特別
是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事項，領
展問題是其中之一。一直關注有關問題
的立法會補選港島區候選人陳家珮，批
評代表反對派參加補選的區諾軒有關回
購領展的建議是不切實際的。新民黨認
為應理性務實解決領展問題，包括倡修
改房地產基金信託守則、揭發違契問題
等。她承諾道：「領展問題跟進到
底！」
陳家珮一直在不同層面關注領展的問
題。自2014年起，領展已相繼拆售旗下
位於公屋及居屋的商場涉及45個項目，
套現近350億元。隨之而來的是大財團的
壟斷，小店不再，必需品價格飆升，令

居民生活受到影響。陳家珮就批評領展
轉做發展商，炒地皮、炒商場，漠視居
民苦況，並要求特區政府必須確保領展
有履行基本法律責任，包括嚴格執行地
契條款，「未來更應引入社會責任以及
社會長遠利益的元素，讓企業關顧民生
福祉。」

「回購要用幾多納稅人血汗錢？」
近日，她再在fb專頁上載針對領展問

題的短片。她指出，領展問題是個全港
市民都十分關注的議題，其對手區諾軒
在他的政綱及公開場合表達自己的意
見。區諾軒稱，特區政府應以公帑回購
領展，但陳家珮認為此舉完全不可行，
是不切實際的。

她解釋，領展去年一口氣出售了17個
商場，作價高達230億元：「究竟要用幾
多納稅人的血汗錢，才可以回購所有領
展商場呢？」
陳家珮指出，自己和區諾軒都建議要

求證監會修改房地產基金信託守則，令
領展不能再拆售商場，惟區的做法是聯
同一夥人到政府總部門外燒物件，「這
些行為對解決領展問題又有何實質的幫
助呢？」她希望以理性務實解決領展問
題，故早前已約見證監會總裁Ashley Al-
der，向他反映有關的建議。

新民黨發現55涉違契個案
同時，新民黨更開展研究，跟進領展
的問題，其間發現了55個涉嫌違契的個

案，包括屯門友愛邨其中一條應24小時
開放的公共通道在午夜被關上，而相關
個案已交予立法會跟進，惟政府代表在
立法會公屋及居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事
宜小組委員會上，「對我哋的訴求只得3
頁空泛、簡單的回應，新民黨對此感到
非常失望同好嬲！」
陳家珮指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不但在立法會提出口頭質詢，還逐個
屋苑逐張地契去審閱，運房局已承諾
會繼續跟進。她呼籲市民若懷疑居住
屋邨或屋苑的商場有違契問題，而且
商場是由領展或其拆售後的新業主管
理，可以聯絡她：「我們一定會幫你
跟進到底！」
同區候選人還有伍廸希、任亮憲。

探兩拳壇新星 勉青年闖新路
「神奇小
子」曹星如
近年在國際

賽事中嶄露頭角，令拳擊運動被
社會大眾認識。立法會補選港島
區候選人陳家珮，近日就特別探
望兩位拳壇新星林海明（Sandy）
及潘啟情（Raymond），了解他
們面對的問題，並以此勸勉年輕
人，只要有決心，就可以闖出自
己的新出路。
陳家珮在fb指，近年拳擊被大
眾認識，全賴一班堅持追夢，永
不言敗的拳手。早前，她就和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到一家拳館，
但並非去「學拳」，而是帶蛋撻
「探班」，和曹星如的師弟妹
Sandy及Raymond聊聊天，了解
他們的心路歷程，及遇到的困
難。

Sandy於 22歲轉戰為職業拳擊
手，希望替香港取得第一條亞洲
洲際金腰帶。她坦言，職業拳擊
在香港只是剛剛起步，但慢慢發
展得愈來愈好，盼特區政府及商
界亦可以「參一腳」，「好多時
如果運動得到商界支持，整個運
動的形態才會蓬勃起來。」
在談到最大的困難時，Sandy直
言拳擊手都渴望得到比賽的機
會，惟女子賽事予人感覺不及男
士賽事般刺激，對觀眾的吸引力
不足，往往令負責安排比賽的推
廣人員卻步。
不過，巾幗不讓鬚眉，Sandy表
示，現時女性拳擊的新星愈來愈
多，「證明女子拳擊亦可如男子
拳擊一樣打得咁精彩、咁專
業」，希望更多人願意推廣女子
拳擊。

今年21歲的Raymond，現在是
6回合的選手，希望未來可以打到
8回合或10回合，更立志爭取成為
香港第一個世界青年冠軍。他希
望香港舉行更多不同的拳擊比
賽，可是場地不足也是拳擊運動
目前面對的問題。

囑天分加努力創出成就
陳家珮表示，Sandy和Raymond
是近年在拳壇迅速冒起的職業拳
手，年紀輕輕，卻憑着堅毅意志
及對拳擊的熱愛，闖出自己的道
路，在拳壇打出一片天。事實
上，香港年輕人十分有毅力，每
一個人只要有決心，就可以闖出
自己的新出路，「你哋每一位都
有自己的天分，只要認清目標，
堅持努力，必定能創出成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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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泳舜及謝偉銓討論房屋問題。 網上截圖

■左右圖：
姚松炎近日
發帖被同路
人恥笑。

網上截圖

■陳家珮（左）和葉劉淑儀與拳壇新星林海明（左下圖）及潘
啟情（右下圖）交流。 網上截圖

■陳家珮籲發放3,000元現金津貼給合條件人
士。 網上截圖

■3名建制
派候選人陳
家珮、鄭泳
舜、鄧家彪
在facebook
互動。

網上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