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將近一年，也正值

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一周年。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

示，新一屆特區政府開局良好，香港市民增加對特區政府的信任，行政立

法關係也獲改善，但土地房屋及產業單一問題有待改善，建議適度移山填

海以開發土地，期望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台後，各界要用好規劃所帶來的

發展機遇，解決經濟發展、居住以至青年向上流動空間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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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善用灣區規劃機遇
李慧琼：可助港青上流

李慧琼昨日形容，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施
政是「開局良好，挑戰巨大」：今屆

政府在施政上積極回應社會訴求，為香港
締造和諧穩定的氣氛，特首林鄭月娥首份
施政報告成為了9年來唯一獲立法會通過致
謝議案的報告，今年財政預算案也在上月
中順利完成審議程序，避免陷入「財政懸
崖」。

建議適度填海拓新市鎮
在社會方面，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
一直保持上升的趨勢。她指出，林鄭月娥
表明會致力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並在上任
後與各黨派立法會議員溝通、增加每月行
政長官質詢時間，「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順利通過就足證行政立法的良好關係。

不過，李慧琼認為，特區政府房屋政策
未見成效，尤其是覓地和控制樓價的工作
有待改善，現階段的「土地大辯論」未能
達到共識，市民繼續面對樓價高企、公屋
輪候時間過長等問題，建議適度移山填海
以發展新市鎮，甚至可利用粵港澳大灣區
資源興建「香港村」等。

發展現樽頸 灣區成契機
同時，她認為香港產業結構單一，社會

向上流動空間不大，認為香港的發展已經
到達樽頸位，難以再有突破，期望大灣區
規劃盡快出台，為社會和產業提供向上流
動的動力和契機。
李慧琼坦言，新一屆特區政府的良好開
局得來不易，有賴各方的努力。她特別感

謝習主席視察香港時為香港帶來祝福，其
間並肯定了特區政府過去20年的工作，支
持香港未來發展。
展望將來，她十分期待大灣區規劃的落

實，並積極籌備相關的預備工作，其中民
建聯已在今年全國兩會提出三十多項建

議，完善港人享有的國民待遇，包括辦理
公共及商業業務時豁免提供內地住址證
明；降低高鐵香港段票價，並在西九龍站
提供辦理全國高鐵票的櫃枱服務；改善跨
境薪俸稅，推行港人港稅；容許在香港銀
行開設內地戶口，辦理電子支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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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修改議事規則，民建聯主
席李慧琼表示原則上支持，
並初步認為可採取罰款及暫
停出席會議「雙管齊下」，
處罰有不當行為的議員。
李慧琼在茶敘時指出，進

一步修改議事規則有助議會
正常化，民建聯原則上支持
加強罰則。事實上，社會各
界對釀成流會的議員甚為不
滿，向她反映應該扣減議員
薪酬，並認為應增加「黃
牌」、「紅牌」等禁止鬧事
者開會的機制。
她初步認為可考慮一旦有

議員缺席會議而導致流會，
就罰款5,000元，倘被逐離
會議室則不能出席會議兩次
等等，惟建議未經全體建制
派討論。

官員受訪遭擾 料行管會將議
李慧琼又提到「議會陣

線」議員早前在運輸及房屋
局長陳帆接受傳媒訪問時示
威干擾，做法離譜，是低級
行為，相信立法會行政管理
委員會會討論事件。
過去一年，全國人大常委
會解釋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
四條，以及香港法院裁定未
能有效宣誓者喪失立法會議
員資格，李慧琼形容，這些
都有助維護「一國兩制」、
穩定社會和諧，並強調從政
者需要為自己的違法行為負
上代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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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麗老千」劉小
麗被裁定喪失立法會議
員資格而觸發嘅立法會

九龍西補選，將會喺11月25日舉行，即係
仲有5個月時間畀啲有意參選者熱身同落場
爭凳仔。有傳「小麗老千」今個星期就會
公佈會「積極考慮」出選，不過佢筆舊數
到𠵱 家都仲未還得晒，就係前年選舉時承
諾會捐一半人工畀社福組織同「家務義工
隊」嘞，俾一路狙擊佢嘅「無敵神駒」仇
思達「溫提」佢唔好借頭借路走數！
選舉管理委員會噚日公佈，計劃喺11月
25日舉行立法會九龍西補選。選管會發言
人話，喺決定補選日期時，要考慮所有客
觀因素，包括需時招募同培訓額外選舉人
員、票站場地商借情況、選舉物資嘅採購
同運送，仲有恰當運用公帑原則等，佢哋
會喺完成提名程序所需嘅安排後，盡快喺

憲報刊登有關補選日期同提名期嘅公告。

暗催反對派埋嚟抬轎
「小麗老千」被視為反對派喺今次補選
中嘅「Plan A」，佢回覆傳媒時就口口聲聲
話補選日期比預期早，反映反對派要盡早
啟動選舉工程喎，咪即係叫班自己友唔好
諗佢又會再被DQ住，同佢抬咗轎先算？佢
又話反對派要盡快就「Plan B」人選凝聚共
識，希望下次「民主動力」會議可以傾掂
數咁話。
比「小麗老千」經驗老到得多、但俾唔
少黨派「捧」佢做「Plan B」嘅工黨李卓
人，亦都同佢統一口徑，話目前最重要係
團結支持「Plan A」攞返個議席。

民協企硬要搞「初選」
但民協唔係咁諗，據悉喺「民主動力」

入面一直堅持要用「初選」去
決定邊個係「Plan B」。民協
主席施德來更加話，會喺下個
月中嘅「民主動力」會議上重
申立場，仲不排除喺會前個別
接觸其他政黨，游說佢哋轉軚
。上次「初選」搞到滿城風
雨，主角之一嘅民協「facebook管理員」馮
檢基就話唔諗補選住喎，唔知係咪校啱時
間先引爆退黨參選呢個炸彈呢？
一單還一單。「小麗老千」喺前年選舉

嗰陣，承諾會捐一半人工畀社福組織同
「家務義工隊」，仲喺選舉工程尾聲用呢
樣嘢做主打，最後畀佢碌到一席返嚟。不
過，財到光棍手，佢個「捐一半人工」嘅
承諾一直都未能兌現，雖然佢話前年10月
半份老底已經捐咗畀3個組織，但一直都無
單無據，被質疑係捐白頭片，10月打後嗰

啲更加係影都無！仇思達噚日就「溫提」
佢：「我淨係想知劉小麗『前議員』，幾
時先肯兌現選舉承諾，捐返『在任』期間
（2016年10月至2017年6月）嘅一半人工
出嚟？」
建制派方面又點呢？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話，雖然佢哋一直認為九龍西同新界東補
選應該合併進行，但會尊重選管會安排，
而建制派將會更緊密協調人選，最重要係
能夠團結不同建設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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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形容新一屆特區政府開局良好，但仍面對土地問題等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九西25/11補選 小麗選唔選都要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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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個咁大整蠱，「成
功爭取」路面變得凹凸
不平？公民黨兩個區議

員，包括梨木樹東嘅陳琬琛，同梨木樹西
嘅黃家華聯合出張海報，話「成功爭取梨
樹路地面凹凸不平」喎。海報一出，當然
俾人恥笑文盲啦！有網民仲爆料，話條路
係路政署主動嚟維修嘅，寸陳琬琛喺區內
一直都做唔到嘢，所以一有啲咩改善咗嘅
咪撲出嚟抽水領功囉，真係低質議員咁
話。
根據該幅網民上載fb嘅圖片顯示，嗰幅
大字標着陳琬琛同黃家華兩個名嘅海報，
標題係「成功爭取梨樹路地面凹凸不
平」，內文則話接到居民投訴，不滿梨樹
路路面凹凸不平。佢哋向有關部門反映
後，政府視察並確定凹凸，並已經喺本月8
日重鋪云云，標題明顯與內文不符啦！

陳琬琛賴黃家華寫錯
陳琬琛喺回應傳媒查詢時就話係手民之
誤，並將責任推落拍檔黃家華身上，話該
幅海報主要由黃家華嘅議員辦事處負責
喎。佢哋仲會盡快收回同重新列印。

海報一出，眾
皆恥笑。「Ricky
Chow」道：「即
係原本係平路，
但爭取改為凹凸
不平？」「Kevin
Wong」和應道；
「因為只為突顯
『成功爭取』！
其 實 要 修 平 路
面，都要去到爭
取，難道真係咁
悲哀……」「Vic-
tor Wong」 建
議 ： 「 不 如 寫
『成功爭取路見
不 平 』 仲 有 睇
頭 。 」 「Kevin
Wong」 揶 揄 ：
「但唔會拔刀相助。」
喺恥笑嘅同時，有疑為當區居民更發文

踢爆話陳琬琛抽水領功。「Panada Chan」
話：「路政署自動來維修，又話自己成功
爭取，領功。」「Crystal Yeung」也道：

「我平時行路，
見到路面不平，
我 都 會 打 去
1823，路政署很
快 搵 人 修 補 回
覆，……乜嘢都
抽水，呢啲咁嘅
（事）普通市民
都可以做，唔係
你 區 議 員 的 面
子 ， 唔 好 睇
（喺）自己面上
貼金……」
唔少人都乘機

大吐苦水。「Jo-
ey Chu Kwok
Hau」 揶 揄 ：
「（區內）成日
冇廁所水，會唔

會都是成功爭取？」「Keung Ng」就話：
「最白痴（癡）就係周圍放石櫈（凳），
好阻街。」
「Susana Lore」就爆料，話自己見到

「有2個年青（輕）小伙子入到大堂，對管

理員大聲說我係義工幫陳琬琛派傳單嘅
（我還以為黑社會入侵梨木樹）就掂行掂
過一直行。管理員有禮地叫他們先登記，
那2個小伙子很沒有禮貌的大聲說：你搵陳
琬琛講啦！登（頓）時覺得陳琬琛係乜水
呀，只不過是個得把聲一事無成嘅區區小
議員，D（啲）義工真冇禮貌，唔想做就咪
做囉！」

義工惡形惡相似黑幫
不過，個帖冇片冇圖，有網民就唔多

信，話冇圖冇真相喎。不過，「Gato Bi-
Bi Siz」就留言話唔意外：「佢一直當自
己係梨木樹山寨王囉！之前講過新年嗰陣
佢連房署派嚟嗰隻醒獅行去邊都要干
涉。」
「Yuk Man Jovi Ching」就話：「呢兩件

粉腸（陳琬琛同黃家華）就係我嘅選區
嘅，左邊果（嗰）個（陳琬琛）之前差唔
多日日開咪煩住成村人，但做唔到野
（嘢）俾街坊插到×街。」「Yuk Man
Jovi Ching」嘆道：「如果呢度有實質嘅競
爭嘅話，佢早兩屆就收咗皮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訟黨區員成功爭取整爛條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昨日參觀中區警
署建築群「大館」，了解中區警署
建築群活化項目的內容和對公眾開
放的安排。
行會成員在香港賽馬會行政總裁

應家柏陪同下，先參觀位於第一座
複式展室的展覽「大館一百面」。
展覽籌備兩年，訪問了100位中環街
坊或過客對中區警署建築群的印
象，以不同的角度，介紹大館與地

區民生的關係。
行會成員隨後經第三座營房大樓

的訪客中心，前往位於第十二座的
歷史故事空間域多利鐵窗生涯展
覽，認識當年囚犯的獄中生活情
況。大館設有8個歷史故事空間，以
不同的方式，演繹建築群的歷史、
故事和人物的生活。
中區警署建築群活化項目由馬會

與香港特區政府合作進行，為本港
最大型古蹟保育項目，包括前中區

警署、前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監
獄三項法定古蹟，以及新建的美術
館和綜藝館。活化項目為公眾提供
一處薈萃文物、當代藝術和消閒元
素的優質文化活動空間，豐富香港
的文化面貌。
行會成員亦到訪美術館，聽取導
賞員講解兩個與大館有關的當代藝
術展，並參觀免費向公衆開放、主
要收藏亞洲藝術家書籍的圖書室。
行會成員表示，中區警署建築群的

保育出類拔萃，搖身變成香港的新
地標，既給予中環歷史新的章節，
亦令香港的中心商業區煥然一新。
他們感謝馬會努力修復中區警署

建築群，並慷慨投入巨額資金，為
香港留下重要和令人自豪的文化遺
產。
參與是次參觀的行會非官守議員

包括召集人陳智思，李國章，周松
崗，羅范椒芬，葉國謙，廖長江，
任志剛和林正財。

行會成員訪大館 見識「監獄風雲」

■行政會
議非官守
議員參觀
大館第一
座複式展
室的展覽
「大館一
百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深水
埗區議會昨日通過取消授權票制度，將
不容許未能出席會議的區議員授權其他
出席議員代為投票。動議由反對派提
出，以12票贊成、11票反對獲通過，
其中一名投贊成票者為前民協成員、現
報稱「獨立」的甄啟榮。
深水埗區議會昨日舉行大會，在處理

取消授權票動議前，先處理由區議會主
席張永森和副主席陳偉明提出、要求議
員必須按照會議常規於會議10天前提
出動議的動議。
民協的楊彧聲稱，張永森此舉是還擊

反對派提出取消授權票，不容許他們提
出臨時動議。
張永森反駁指，他不會禁止議員提出

臨時動議，會酌情處理。動議以12票
贊成、11票反對獲通過。
會議其後討論取消授權票的動議。提

出動議的民協譚國僑聲稱，授權票讓議
員在不知悉投票內容的情況下授權他人
投票，是「不公義」的制度云云。

民協被批「用完即棄」
工聯會的陳穎欣批評，當年民協主

導深水埗區議會時，當時是深水埗區
議員的民協前立法會議員馮檢基都有
用授權票，但民協當時並沒有提出取
消授權票，而本身是區議員的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同許智峯也有用授
權票。
動議最終以12票贊成、11票反對獲
通過，其中一名投贊成票者為甄啟榮。
甄啟榮在會後稱，投票是按照自己的原
則，並沒有受任何黨派的影響。

反對派提禁授權票
深水埗區會通過

■「神駒」又追「小麗老千」數。 仇思達fb截圖

■陳琬琛和黃家華嘅海報，話「成功爭取梨樹路
地面凹凸不平」。 網上圖片

■深水埗區議會昨日通過取消授權票制
度。 香港電台網站短片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