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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九龍
西補選年底舉
行，到時又係

各候選人互相比拚嘅時刻。追擊開
「自決派」小麗老千（劉小麗）嘅
「神駒」仇思達前晚就喺網台節目
度，支持俾劉小麗班「民主派」迫
退嘅老馮（馮檢基）參選，仲教佢
質詢小麗老千之前嘅3項政綱，即
係「全民免供退保」、成立義工隊
同捐一半人工，揭破小麗老千嘅千
術，咁肯定會令對方跌票喎。
神駒喺前晚個節目講到九西補選
時，一開始就提起小麗老千早前搵
老馮去自己個籌款晚宴，然後又對
住傳媒話老馮唔覆佢，即刻鬧小麗
老千「唔好咁無恥啦」。
佢批評，小麗老千同成班「民主

派」剝奪老馮嘅參選權，根本一啲
都唔民主，「迫佢走係咩原因？就
係因為佢有一定地區實力，有一定
人脈，有一定關係，簡單講即係有
票，如果唔係理××你咩？」
神駒再反問，既然老馮係有實

力，「咁點解你唔捧佢？」就算唔
肯支持對方，起碼都應該嚟返場實
力比拚，而唔係不停出口術，又唔
想佢選、又話佢唔係「民主派」
咁。

「捐一半人工」空口講白話
有見小麗老千班人為咗個位咩都

做得出，神駒都話自己強加支持老
馮參選，仲教佢要質詢小麗老千嘅
「全民免供退保」、成立義工隊同
捐一半人工3項政綱，喺大眾傳媒

上揭露對方嘅千術喎。
佢批評，小麗老千從來無解釋過

究竟全民退保點樣可以免供，連小
麗老千自己話支持嘅「學者方案」
都要供款啦；至於捐一半人工，講
咗咁耐都冇完整嘅每月捐款單據，
小麗老千嘅名咪就係咁嚟囉。
有聽眾都打上去話，小麗老千所

謂嘅捐人工、全民退保，同「泛
民」嘅手段一樣，只係空談、想老
人家畀票，過幾年又換口號。
佢反問，好似老馮咁認真做地區

工作幫市民，咁多年付出大家都睇
到，但佢退出民協後班「泛民」點
對佢呢？似乎聽眾都對小麗老千感
到厭惡，想老馮出嚟選，話唔定真
係可以諗諗佢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揭小麗政綱千術 神駒點醒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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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是康
文署連續第十年舉行「全民運動日」，全
港十八區的指定體育館舉辦多項免費康樂
體育活動供市民參加，康文署亦開放轄下
大部分康樂設施予市民免費使用。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響應全民運動日2018，在
青衣西南體育館參與活動，與市民分享運
動的樂趣。
同行政長官出席活動的嘉賓包括民政事務

局局長劉江華、康文署署長李美嫦、康文署
副署長李碧茜、葵青民政事務專員鄭健、葵
青區議會主席羅競成及兩名乒乓球精英運動
員李皓晴和蘇慧音。
林鄭月娥與一眾嘉賓首先觀賞今年「全

民運動日」重點推廣體育項目──足毽的示
範，然後與巿民一同做健體操。
他們隨後觀看親子競技遊戲、單車同樂活

動和桌上足球遊戲，並參與傷健共融的硬地
滾球活動。

鄭泳舜身體力行挺全民運動
一向熱愛運動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

（Vincent）亦身體力行，以實際行動支持
「全民運動」，參與跑步，並承諾會透過立
法會向當局爭取增設更多體育設施。
作為議員，做運動之餘也要兼顧政策問

題。
Vincent指出，目前提供給市民做運動的場地不

多，很多時舉辦大型體育活動，例如長跑比賽，往往
出現跑手與車輛爭路，又或跑手與途人爭路等情況。
他承諾，會繼續透過立法會渠道，向當局爭取增設

更多體育設施。
至於平日如何保持「每日運動半小時」，Vincent

認為，城市人生活繁忙，騰出一些時間做運動實在不
易，建議預早一個巴士站落車，步行到目的地，或行
樓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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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正就新一年度的施政
報告進行諮詢，民建聯就此於上
周與特首林鄭月娥會面，表達對

施政報告的期望。
民建聯以「堅定方向敢於作為」為主題，提出10

個範疇、121項建議。首先，香港樓價愈來愈貴、劏
房單位愈劏愈細、公屋輪候愈排愈長，令普遍市民怨
氣大增，對房屋政策亦漸漸失去信心。為此，我們期
望政府能果斷作出抉擇，開展大面積的覓地計劃，包
括落實人工島填海計劃、釋放郊野邊陲土地，以及透
過公私營合作模式，將私人土地發展為公營房屋。

盼增短期房屋 助港人置業
同時，我們希望政府能以破格思維，靈活方式，設
法增加短期房屋供應，並優先協助港人置業。就此，
我們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推出更多過渡性房屋、容許
未補地價居屋出租予基層住戶、研究重推租務管制及
推出租金津貼，以紓解基層住戶的壓力；透過豁免自
住首置買家的印花稅及按揭保險保費，研究推行住宅
限購措施等，保障港人優先置業。
另一方面，中央大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以助
香港全面融入國家發展。我們期望政府積極投資創新
及科技、建設大灣區智慧城市群，推動經濟多元化及
升級轉型，透過產業多元化提升競爭能力，創造出更
多高薪職位和創業機遇，為港人創造更多上流機會。
社會方面，受惠於近年經濟穩步增長及土地收入大

幅上升，政府庫房累積了豐厚的盈餘。我們期望政府
能展現「新的理財哲學」，善用財政資源，例如優化
長者福利、設立「新生代儲蓄基金」鼓勵生育、擴充
醫護團隊、開設公營中醫服務、加強支援弱勢社群、
改善舊區生活環境、提升升降機安全等。透過改善民
生，建設宜居智慧城市，提升市民生活質素及幸福
感。
整體而言，新一屆政府經過一年的努力，開創了嶄
新的局面，施政亦得到市民普遍的認同。我們期望政
府能延續這個良好勢頭，本着「志不求易，事不避
難」的管治新風格，聚焦經濟及民生發展，為化解社
會深層次矛盾謀求突破。 ■立法會議員 李慧琼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延續良好勢頭
施政事不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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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劉江華和李美嫦觀看單車同樂活動。

海港青年商會昨日舉辦《第十二屆
青年領袖系列—2018大灣區青

年領袖選舉頒獎典禮》，向9名年齡
介乎18歲至35歲、在個人發展及社
會貢獻方面有卓越成就的得獎者頒
獎。
出席嘉賓包括全國政協委員、前警
務處處長鄧竟成，全國政協委員、全
國青聯常委吳傑莊，海港青年商會名
譽顧問、首席評審莫鳳儀，澳門菁英
會對外事務部副部長蔡京暽，國際青
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簡汝謙等。
商會會長李承欣表示，為響應國家
政策，今年「青年領袖系列」青年領
袖選舉有別於過去，將由香港擴展至
整個粵港澳大灣區，透過選舉嘉許一
眾有志向、有熱誠、願意追夢的年輕
人，鼓勵他們積極投入青年發展事
務，在不同範疇繼續貢獻社會及加強
交流，建設整個大灣區，並支援「一
帶一路」建設，創造更多機遇，做到
共融共贏目標。
得獎者之一的龍允生在致辭時分享
了父親成為自己人生導師的故事。
他說，自己的父親堅持從事青年工
作超過30年，笑言︰「佢成日講自己
唔知幫咗幾多人。」
雖然如此，經常與青年接觸的父

親，卻最少和自己相處，因為父親當
年忙於在香港工作，而自己就在加拿
大生活，「以前我細個見到佢，都唔
會叫佢做爸爸，小朋友唔係成日見就
會好難認得。」這個隔膜終於在他11

歲的時候才打破，原因也是青年工
作。

龍允生：種粒種子有收成
龍允生憶述，當時父親邀請他參與

一個兩岸四地共同舉辦的青年活動，
令他在活動中與父親熟絡起來，也令
兒時有自閉問題的他變得外向，
「（嗰次活動）係改變我一生，初時
我好抗拒，但之後就一直問幾時再有
機會參加。」
自己的經歷，令龍允生堅信「種粒

種子就會有收成」，並希望透過自己
的付出，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得到幫
助。
自2009年仍是學生時起，龍允生就
積極籌組兩岸四地的大型交流活動，
致力為青年交流作出貢獻。
同時，他推動了不少香港及內地的

扶貧助學工作，例如他在2013年加入
韶關市青年聯合會後，便一直推動香
港各界青年在韶關市的慈善活動，亦
有在各省市推動香港學生義教專案。
龍允生認為，香港青年作為大灣區

建設的受益人與主動力，應該更加主
動融入大灣區的建設，把握香港的語
言、制度等優勢。
他認為青年除了透過實習外，更應

該把握機會前往大灣區城市工作，建
議當局可為香港青年推出便利措施，
讓香港的人才可以把握機遇，在大灣
區各地區發展及工作，實現人才資源
分享的新世代。

父子隔膜終破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親身體會交流，往往是增進認識

和感情的最好方法。青年領袖龍允生小時因長期與父親分隔兩

地，以致「見到都唔會叫佢做爸爸」，一次與父親一起參加兩岸

四地青年交流活動，令雙方增進感情，也燃起龍允生對青年工作

的興趣。時至今日，原本有隔膜的父親成了自己的人生導師，而

龍允生亦承傳了父親對青年工作的熱誠，積極籌組兩岸四地的青

年交流，並推動內地扶貧助學工作。種種對社會的貢獻與服務，

令他和另外8名年輕人昨日獲海港青年商會嘉許為「2018年大

灣區青年領袖」，冀他們更積極投入青年發展事務，共同建設大

灣區。

■海港青年商會舉辦《第十二屆青年領袖系列─2018大灣區青年領袖選舉頒獎典
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與青年傾2.5小時 張建宗「接地氣」

9名得獎者中，既有專業人士，也
有創業青年，其中一名青年領袖的得
獎者謝海發，由金融會計界毅然轉行
到飲食界創業，甚至連在聘請外國廚
師時遇上重重困難，亦不惜用3年時
間去申請工作簽證。他寄語年輕人在
面對困難時不要放棄，必定要「堅
持，堅持，再堅持！」
謝海發在分享得獎感受時指，自己雖

為土生土長的香港市民，但從小就與大灣
區甚有淵源。
他指自己的父母都是由大灣區的城市

來到香港，在廟街作小販一路打拚。
謝海發憶述，自己童年時的許多點點

滴滴都是在廟街發生，「中秋節嗰陣就喺
父母個檔口隔籬點蠟燭，或者聖誕節嗰陣
就去廟街附近間麥當勞食聖誕大餐。」
不少人飛黃騰達後就不想再提過往的

草根生活，謝海發則十分感恩這一段經
歷，「生活喺廟街，可以感受到香港嘅文
化與情懷，始終廟街都係香港標誌性嘅地
點」。
謝海發指自己大學畢業後，在金融會

計界工作了5年，後來便單純因為「為

食」就轉行到飲食界創業。
入行後，他面對着許多最初未有預計

的情況，但無論是請人，或是到街市買
餸，他都親力親為，「我嗰陣仲係喺網上
討論區去請人，結果又真係有一個墨西哥
人話應徵。」

聘外國廚師遇困 曾去信特首
有人應徵，也要經過層層程序。謝海

發指自己當時為了外國廚師申請工作簽證
花了足足3年時間，試過與入境處洽商，
亦試過聘請大狀申訴，甚至去信行政長官
反映意見，最終才能成功申請。
他寄語年輕人在面對困難時不要放

棄，必定要「堅持，堅持，再堅持！」
不過，要獲選為青年領袖，還要對社

會有貢獻。除了堅持個人的業務有毅力，
謝海發亦在團結內地與港澳青年上貢獻不
少。
同為年輕人的他，就想到要以運動為

切入點，藉運動交流帶香港青年到內地，
之後再漸漸加入商業探訪和團體交流等，
令大家更了解內地的文化，建立更深厚的
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父母來自灣區 落戶廟街打拚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楓弘）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後一直鼓勵官員
多與青年交流，與大家「同行」。日
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應「香港群策匯
思」的邀請，在政府總部與一眾青年就

特區政府施政交流意見。會面期間，一
眾青年踴躍提出政策建議，包括應對香
港青年在內地生活的問題，及希望政府
日後能開放更多諮詢架構的名額予青年
等。張建宗表示，會向中央政府反映意
見，爭取更多便利港人的措施。「香港
群策匯思」主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
創盛表示，張建宗當日署任特首，仍花
了逾2.5小時和青年交流，認為他作風
親和，表現「貼地」。
張建宗日前在政總與「香港群策匯

思」成員及一眾青年團體代表交流，出
席者包括柯創盛、香港青年會主席鄭承
峰、新界青年聯會主席葉錦洪及粵港澳
大灣區青年總會主席吳學明等。

青年踴躍提出政策建議
會面期間，有數十名青年積極發言，

當中有青年反映香港青年在內地發展和
生活所面對的問題，希望爭取國民待
遇；有人提到香港學生在內地大學畢業
後工作所面對的困難；有青年表示特區
政府對青年社團的支援不足等。
不少青年均對政府施政提出建議，例

如加強內地與香港兩地青年的交流、增
加對青年社團的支援，及開放更多特區
政府諮詢架構的名額予青年，藉以增加
青年參與制定政策的機會。
張建宗細心傾聽，不停記下青年所

提出的意見，並在總結時對一眾青年
踴躍發表意見表示十分高興。
他指出，是次活動讓他對不少青年

政策的實際執行情況更加了解，令他
「更接地氣」。
他又表示，會將有關內地方面的意見

向中央政府反映，爭取落實更多便利港

人到內地發展及生活的措施。他更表示
會研究如何加強對青年的支援，及邀請
更多青年加入政府的諮詢架構。
是次會面一事，張建宗在收到柯創盛

的邀請時便一口答應，當日更用了超過
2.5小時去交流，充分反映張建宗對青年
事務的重視。

柯創盛：體現施政新風
柯創盛在交流結束後表示，張建宗當

日身兼署理行政長官，公務繁忙，仍然
願意安排大量時間與青年交流，將意見
認真記下並深入回應，甚至與與會青年
逐一自拍，可謂「有求必應」，作風親
和，表現「貼地」。
柯創盛又指，張建宗在出席青年心

中留下深刻和良好的印象，充分體現
特區政府的施政新風。

■張建宗與出席交流的青年拍照留念。
大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楓弘）全國青
聯委員、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顏
汶羽早前到上海，出席九龍社團聯會所舉辦的
「上海實習總結會2018」，逾150名參與實習
計劃的香港學生分享在上海實習的生活點滴。
顏汶羽表示，學生願在上海實習，已比同齡人
先贏一步，因為他們已經掌握內地職場及生活
文化，對日後於內地發展有莫大幫助。
他又說，現時世界各國均與中國合作，共同

發展經濟，所以認識中國是不可逆轉的國際潮
流，而香港有着「一國兩制」之便，「肯定都
是贏在起跑線」。
除了出席總結會，顏汶羽又拜訪上海市徐匯

海外聯誼會，及參觀上海徐匯區天主教堂、徐
匯濱江發展及七寶老街等，以了解更多上海的
最新發展。他認為，上海在經濟發展、歷史文
化保育和綠色生活平衡的發展模式非常值得香
港參考，以提升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

顏汶羽：北上實習先贏一步

■鄭泳舜身體力行，以實際行動支持「全民運動」。
網上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