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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又塞爆 彪多招解困
緊急約見運署促解釋 倡擴雞嶺迴旋處研建繞道
北區前晚再次出現大塞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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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癱瘓數小時，新界東候選人、
民建聯/工聯會的鄧家彪表示，民
建聯北區支部團隊昨日緊急約見

運輸署，要求運輸署就大塞車問題解釋，及要求加快完
成雞嶺迴旋處擴闊或加建繞道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北區又再大塞車，整個北區的
居民都受到影響。鄧家彪前

晚發帖指，早於去年 12 月 5 日，
他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劉國勳及民建聯北區支部，約運
輸署助理署長及警方代表開會討
論問題，檢討北區大塞車的成
因，要求制定解決塞車的徹底方
案。

向運署提5建議
他們向運輸署提出建議，包
括：
1. 在粉嶺和興村及和合石村附
近開支路往粉嶺公路元朗方向；
2. 於大頭嶺迴旋處增加一條支
路通往元朗；
3. 興建由警察機動部隊宿舍經
大隴連接粉錦公路的支路；
4. 興建橫跨雞嶺迴旋處連接掃
管埔路兩端的行車天橋；
5. 擴闊龍運街與新運路的交匯
處等。

與劉國勳提11招
鄧家彪和劉國勳等昨晨約見了
運輸署署理助理署長郭惠英等官
員討論問題。鄧家彪再次提出
「突破交通困局 共享便捷暢通」
的建議，要求政府盡快落實，包
括：
1. 改善區內交通，包括於雞嶺
迴旋處增建行車天橋橫跨粉嶺公
路，擴闊沙頭角公路及粉錦公路；
2. 於粉嶺南開闢支路連接粉嶺
公路，疏導往返元朗的交通；

3. 盡快落實大埔公路沙田段擴
闊工程，提升新界東交通運載能
力；
4. 研究擴闊大老山公路跨城門
河路段，並增加獅子山隧道及大
老山隧道行車管道；
5. 研究興建新界東至市區快速
通道──沙田繞道，以及興建第
四條過海行車隧道；
6. 要求檢討港鐵票價調整機
制，加入「盈利指數」，以規定
港鐵回撥部分利潤以抵消加價；
7. 要求放寬現設有輪椅的小巴
座位上限至 20 個（即 19 座+1 輪
椅），並增加接載量及縮短市民
候車時間；
8. 善用橋底及地下等公共空
間，增設泊車位；
9. 要求下調及劃一公共交通工
具的隧道收費；
10. 早日落實北環線和東九龍
幹線，並推動政府啟動「東鐵二
線」研究；
11. 優化巴士線路及加密巴士
班次，並增設更多通宵巴士線往
來市區。

運署：會積極考慮
運輸署回應指，盡快交代是次
交通擠塞的成因及檢討問題，並
會積極考慮他們的意見。他們會
密切跟進問題，若有最新情況便
向大家匯報。
新界東其他候選人還包括黃成
智、方國珊、陳玉娥、趙佩玉、
范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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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港青河邊傾 勉握灣區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時下年輕人最關心什麼？立法會新
界東候選人鄧家彪（阿彪）近日與
一班年輕人「相約城門河邊」傾
偈，發現年輕人最關心的貼身問題
是學債、住屋、事業發展等等。阿
彪鼓勵年輕人應該將眼界放遠一
點，特別是國家正積極推動大灣區
發展計劃，將會為香港發展帶來很
多機遇，年輕人應當把握這個新挑
戰。
■阿彪與一班年輕人「相約城門河邊」傾偈。
阿彪在參加一個戶外活動後，就
阿彪就提出問題：除了香港之外，年輕人
和一班青年人坐在城門河畔，暢談大家的人生
及關心的事情。阿彪提到買樓、工時很長等問 可否到其他地區走一走、碰一碰機會？有年輕
題。有年輕人回應說，希望有具質素的生活， 人回應說，倘在內地修讀中醫課程，就會有較
多的實習機會。
在工作的同時，假期也十分重要。
阿彪就指出，20 年前的香港約有 16 萬名僱
有剛畢業的年輕人就提到將面對繳還學債
的問題，另一人就提到自己選擇了分 10 年來 主，20 年後的香港卻只有 11 萬名僱主；20 年
繳還，令自己可以輕鬆些，但仍然要辛勤工 前擁有大學學歷者的比例約佔 10%，20 年後
就有 32%，並建議他們思考如何把握大灣區
作。
有年輕人則反映，最重要是能找到一份自 發展帶來的機遇，「你們有沒有創業的打
己感興趣的工作，否則「做什麼也無用」。有 算？大灣區就是香港加澳門，再加 9 個城
人就提到，要嘗試與別人溝通，因為自己不活 市。這個大灣區有幾千萬人口。我們在將來
躍，就很難帶動到別人。有人則提到，目前很 可能考慮的是，面向的市場就不只是 700 萬
難找到轉工的機會，「社會不穩定，經濟一定 香港人，而是再增多，而這些人是可以互通
的。」
會差。」

■黃一峰、李為民為4號候選人鄧家彪拉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個人是否
關心基層，市民當然識分。的士司機從業員總
會（的總）理事長黃一峰、總監李為民及人稱
「十妹」的王宣麗近日齊齊拍片，為立法會新
界東補選 4 號候選人鄧家彪拉票。他們讚揚鄧
家彪關心基層，包括司機師傅，並為大家爭取
權益，故呼籲大家一起投票給彪哥。
鄧家彪在片中表示，自己探訪了的士司機會
員，「阿彪一直着緊交通運輸政策，關心廣大
的士司機從業員的收入狀況、行車安全及權益
待遇。希望與的總一起努力，在立法會和會務
的層次，一起努力為大家。」

籲全家投彪哥
李為民就讚揚，彪哥很關心基層及司機師
傅，為大家爭取權益，「希望嚟緊嘅 3 月 11
日，大家全家出動，一齊支持、票投 4 號鄧家
彪先生！」

「蟲炎」
大放厥詞：不接市民個案
選論壇。當一眾有心服務市民的候選人，不
論選區都講自己如何有心服務市民時，姚松
炎卻反其道而行，堅持不幫助市民。
鄭泳舜就批評，姚松炎聲言不接市民個
案，質問他是否知道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所述
的立法會職能。雖然姚松炎也講得出有「接
受香港居民申訴並作出處理」，但依然堅持
不會處理市民的個案，並稱是要選民和他們
一起，然後「教會」他們如何解決。

鄭泳舜：姚太少接個案
鄭泳舜坦言，姚松炎這樣的看法，是基於
他太少接個案，並形容他是「教佢然後推開

「做得嘢有理想」 張宇人力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別於反
對派鬼打鬼，建制派在是次補選中，團結一
致地支持自己人。自由黨主席張宇人昨日就
到紅磡街站為九龍西補選候選人、民建聯鄭
泳舜（Vincent）打氣，更拍片呼籲支持自由
黨、支持飲食界的朋友一起支持Vincent，周
日一起票投2號的Vincent（見圖）。
在短片中，民建聯主席李慧琼首先感謝張
宇人親自到街站打氣，張宇人則大讚 Vincent 表示︰「呢個後生仔做得嘢、有理想，
我哋一定希望撐佢入立法會一齊工作。」
Vincent 感謝張宇人的支持，並在 facebook 的帖文上表示，建制派不同政策的立
場過往即使有異，但為了使立法會以後能有
效運作；為了香港可以繼續向前；為了不負
市民對議員的期望，所以今次團結一致地走
在一起，「阿舜今次的出選，並不是一場一
般的選舉，而是堅負着整個建制派希望把立
法會重回正軌的使命。」

佢」，市民是不會得到真正幫助的。

蔡東洲批
「唔貼地」
另一名候選人蔡東洲亦批評姚松炎「唔貼
地」，指出義工沒有專業資格，有些問題亦
無力處理。姚松炎卻大口氣稱，因為對方的
義工並非專業人士，「專業人士咪可以做我
嘅義工」，最後更聲言「（處理市民求助）
唔係立法會議員去做囉」。
鄭泳舜又提到，今次立法會補選其實本來
不必發生，只因為有人在宣誓時加料、辱華
等，才引發 DQ結果，然後再浪費 3億元去
進行是次的補選，「值得咩？唔值得！」他

期望可以給自己一個機會，「我唔係忽然關
心社區，或者忽然空降參選，我服務咗深水
埗、九龍西區十幾年，每日同大家一齊經
歷、一齊成長。」
鄭泳舜強調，未來立法會還有很多實事要
做，如廣華醫院擴建的工程，可以增加300
多張病床，「如果有人入去就拉布、搞政
治，係邊個受苦呢？」
姚松炎則聲言，若鄭泳舜不參選，就不用
補選，讓他們「反DQ、抗專制」，贏返議
席。事實上，根據現行機制，只要議席懸空
又非接近任期結束，選舉管理委員會都必須
安排補選。

阿舜環保政綱詳盡 扶持業界增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環保
是一個眾所關注的議題，香港地球之
友近期向參加立法會港島、九龍西及
新界東選舉的候選人查詢他們的環保
政綱。九龍西候選人、民建聯的鄭泳
舜在政綱中提出，要求政府就回收及
再造業界制定長遠支援政策，包括加
強支援發展本地再造業，完善本地回
收及再造業的產業鏈，及加強「潔淨
回收」及「源頭分類」的教育工作。
就內地收緊回收物進口政策，香港
如何避免「廢物圍城」，在3個地方選
區13名候選人中，有6人回覆，並在政
綱入面提到減廢或者回收業發展。

設再造廠減外圍依賴
在6人中，以鄭泳舜提供的政綱最詳
盡。他指出，香港缺乏本地再造業，本
港的回收業只能依靠出口回收物料維持
營運，對行業長遠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為此，他要求政府就回收及再造業界制
定長遠支援政策，協助行業適應內地及
東南亞各地日漸收緊的廢物進口政策，
扶持行業長遠健康發展。
首先，他認為政府應加強支援發展

本地再造業，完善本地回收及再造業
的產業鏈，例如透過回收基金支援業
界建立本地的各類再造廠，減少業界
對外圍環境的依賴，為回收物料提供
出口貿易以外的新出路。
同時，政府應加強「潔淨回收」及
「源頭分類」的教育工作，即加強宣
傳及教育公眾上述兩者對環保事務的
重要性及實踐方法，例如教育公眾先
清洗乾淨塑膠容器後才進行回收，及
於社區及民居增加回收箱的分類，如
將紙皮及報紙再作細項分類等，從源
頭支援本港的環保工作。

「離地」
「蟲炎」推「易物」
同區候選人姚松炎就稱要推動「離
地」的「四零方案」，即零耗電、零
耗水、零排廢、零耗糧，在支援回收
產業的同時，要推動「以物易物」，
「推動本地自然耕種及魚菜共生系
統」，回收枯枝枯業等。
港島區候選人、新民黨的陳家珮在
政綱中，就提出要改善回收業產業
鏈 ，支持源頭減廢，包括要求政府改
善回收業產業鏈，令業界可持續發

■各候選人提出綠色政綱，鄭泳舜提
供的政綱最詳盡。
展。
同屬港島區的候選人區諾軒，就在
政綱中指「中國」收緊回收政策，令
本地可回收物料不時面臨「滯港」威
脅，造成廢物圍城。他要求政府協助
本地回收商建立完整的回收網絡，長
遠來說更應發展本地回收業，不再依
賴出口等。
九龍西其他候選人包括蔡東洲，港
島區候選人還包括任亮憲、伍廸希。

■鄭泳舜昨日在fb發表告急短片，懇
請市民給他一個機會。

泳舜告急籲選民投 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立法會議員
理應服務市民，但被指為「空降」參選的立
法會九龍西補選候選人姚松炎（蟲炎），昨
日再大放厥詞，稱接市民求助個案「唔係立
法會議員去做囉」，並稱自己會找義工幫
手，教市民自己解決問題。被指出義工未必
有足夠的專業去幫助市民時，他更聲稱是因
為別人的義工不專業，「專業人士咪可以做
我嘅義工」云云，句句都「好大官威」。另
一候選人、民建聯鄭泳舜直言，姚松炎認為
這樣能解決問題，是因為他真的太少接個案
了。
鄭泳舜、姚松炎、蔡東洲昨日一同亮相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立法會補選進入倒數
階段，拉票更需要爭分奪
秒。民建聯九龍西候選人鄭
泳舜昨日在 facebook 發表告
急短片，懇請市民給他一個
機會，多走兩步、多講幾
句，呼籲身邊的朋友在周日
投票支持 2 號鄭泳舜，讓更
多做實事的人晉身立法會，
壯大建設力量。
在身後一片全黑的背景
下，鄭泳舜緊張表示，星期
日就是投票日，但目前他的
選情危急，很需要大家的支
持，「在過去數十天的選舉
期，我收到很多鼓勵和支
持，同時亦面對對手不斷地
假指控、真抹黑，明明是一
個被人紅牌趕出場的人，但
竟然夠膽再次厚面皮『空
降』到九龍西出選。」
他強調，自己過去十多年
一直努力服務社區，希望可
以貢獻自己，服務香港，
「這一場選舉，我一直知道
是很艱難，但我不會輕易言
敗，因為我知道有你們的支持我是可
以的。」
「我現在的選情非常危急，單靠我
一個人、一雙手、一雙腳是沒可能勝
出的，所以懇請大家星期日去到票
站，投票支持我 2 號鄭泳舜，拜託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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