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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嘉賓出席打氣 冀再創「3．11」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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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氣大會昨晚在深水埗楓樹街遊
樂場舉行，陳凱欣在開始前走

到觀眾席，來自油尖旺、深水埗、
九龍城及各界社團的支持者熱烈鼓
掌歡呼，並高呼「突破界限」、
「阿欣必勝」、「送你入議會」等
口號，為陳凱欣打氣。
澎湃的鼓聲揭開活動序幕，振奮
場內每一名支持者的士氣，支持者
又合力傳遞紅色及綠色的大型氣
球，象徵信念傳遍每一個角落。
陳凱欣在發言時指，自己一直以
來都有建設、「不搞破壞」及務
實，和香港的所有建設力量一樣，
為香港前進努力，惟近年來有不少
人破壞香港，令香港充滿對立及分
歧。
她坦言，選舉工程開始至今，自
己、團隊及義工均受到中傷、挑
釁，在面對攻擊的日子，建制派朋
友所給予的堅定支持十分重要，
「感謝他們視我為重要一員。」

凱欣冀團結各界跨逆境
她強調，自己和建制派是同一個
家庭，一同面對的是一場非常難打
的「逆境戰」。她又指，2月時曾在
同一地方出席鄭泳舜的造勢大會，
對於團結力量再次匯聚於昨日的集
會，內心十分感動。
陳凱欣說，「你們（在座的支持
者）在3月11日成功創造佳績、一

次傳奇，今天（昨天）為11月25日
的選戰再次匯聚，能否再創佳績？
再下一城？」支持者齊聲回答：
「可以！」
她表示，自己的理念是「民生最
優先，政治放一邊」，要為基層減
壓，為中產紓困，為青年實現夢
想，讓長者重拾尊嚴，冀可突破社
會目前的困局，籲支持者幫忙呼籲
身邊的人投票。
曾任職傳媒、政府及慈善機構的
陳凱欣，過去結識不少志同道合的
朋友，一同在社會各處「揼石
仔」。全國政協常委、前政務司司
長唐英年，保安局前局長黎棟國，
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等一一
祝願陳凱欣順利當選，為市民及社
區服務。

唐英年讚「捱慣熱廚房」
唐英年表示，一直欣賞陳凱欣的
專業，形容她有一顆服務社會的
心。他笑說，「熱廚房好熱好
熱」，但陳凱欣曾在「熱廚房」工
作多年，仍然選擇薪火傳承，堅持
為大眾的心進入議會，值得支持。

陳智思：足夠警覺利從政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指，自己

首次為選舉候選人的造勢大會站
台，希望全力支持陳凱欣。他說，
議員不只是叫口號，更要做實事，

相信陳凱欣多年的傳媒經驗，擁有
新聞工作者的敏感度，能助她勝任
議員工作。

胡定旭讚好求真精神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醫院管理局

前主席胡定旭在台上憶述從前與陳
凱欣合作的往事。他笑言，過去看
到對方便感到害怕，因為她一定會
「問到底，不知道真相不心息」，
相信她進入議會後，亦可以將事實
及真相帶給社會。

陳岳鵬：為議會注新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前副局長陳岳

鵬形容，陳凱欣是自己認識多年的
戰友。兩人此前一起當政治助理，
對方就經常在立法會出現，遊走於
議員之間。現在參與立法會選舉，
一定是一位合資格的人選。他希望
選民投一票給「新血」，讓年輕人
有機會進入立法會。
藝人「肥媽」Maria Cordero昨日

亦現身站台，她指自己只是一個
「師奶」，但有15個孫兒和外孫，
緊張香港的未來，故呼籲選民投陳
凱欣一票，不要讓某些人「搞亂香
港」，「為下一代、同下一代嘅下
一代，香港將來靠你（陳凱欣）
啦！」
是次補選的候選人尚有李卓人、

馮檢基、曾麗文與伍廸希。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將於本月25日舉行。候選人之一、食物及衛生局

前政治助理陳凱欣昨日在深水埗舉行集氣大會，吸引超過2,000名市民

及嘉賓出席。來自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及各界社團的支持者，和多

名前特區政府官員、各政團的重量級人馬均在會上呼籲支持者「票投陳

凱欣」。陳凱欣感謝所有建制派的朋友視她為重要一員，並形容自己和

香港的所有建設力量一樣，為香港前進努力，要為青年實現夢想，讓長者重拾尊嚴，並希望今

次能團結力量，再創「3．11」的傳奇。（部分相關新聞刊A15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多
名各黨派的重量級人物，昨日都
到場為陳凱欣打氣，並認為對厭
倦政治的中間選民來說，陳凱欣
是一個「好好的選擇」，希望大
家都支持這股建設力量。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上台時指，

陳凱欣雖然不是民建聯的一員，
但她有愛國家、愛香港及正義的
心。她強調，不能讓破壞力量進
入議會，呼籲所有支持民建聯的
朋友，將手中的一票支持陳凱
欣。
工聯會會長、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吳秋北指，經過和陳凱欣的接
觸後，認為她是非常出色的人，
體會到她可以為市民及「打工
仔」發聲，故呼籲支持者用所有
力量「撐阿欣」。
本身是立法會九龍西議員的梁美

芬則代表經民聯，呼籲所有支持者
全投陳凱欣一票，令愛國愛港的建
設力量再下一城，勝出補選。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議

會中需要更多代表柔性力量的女
性議員，建設和諧社會。她表
示，新民黨將「Stand by（隨時
候命）」支持陳凱欣，更直言

「我等住你嚟宣誓」。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形容，陳

凱欣「重承諾，做得嘢」，在辯
論期間面對對手以歪理挑戰亦不
怯場。他呼籲所有支持自由黨的
朋友，在是次補選中全力支持陳
凱欣。
除了建制派，「中間路線」的

「新思維」主席狄志遠亦有出席
大會。他指，若中間選民對政治
厭倦，陳凱欣是一個「好好的選
擇」，因為對方是一個很有心的
人，願意聆聽別人的意見，並思
考解決方法。

跨光譜齊撐 終結爭拗佳選

昨 日
的集氣
大 會

上，陳凱欣的丈夫、前
新聞主播邱文華以「特
別新聞報道」方式，為
太太打氣，更帶同自己
和陳的父母一同站台。
邱文華並送上鮮花「慰
勞」太太，及預祝其生
日，場面十分溫馨。

邱文華說，太太陳凱
欣有一顆慈善的心、無
畏無懼的心、關懷的
心、服務的心及為香港
的心，令他引以為傲。
他又相信支持者對於她
的能力、意志、態度十
分熟悉，希望大家可以

幫忙，全家總動員去投票支持
陳凱欣。
陳凱欣多度「眼濕濕」，感

謝家人一直以來的支持，笑言
父母不時問「為何不留在家中
的廚房」，反而要走進「熱廚
房」，但只要是自己認為對的
事，他們便會全力支持。

她又感謝丈夫在自己忙於選
舉期間，獨自照顧家中子女，
還有奶奶的愛心湯水，感恩自
己身邊充滿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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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我是一個住在旺角的九龍西選民，
特意到場支持陳凱欣。我覺得她不單止形象
好、善良和口才了得，更是一個做實事的候
選人，過去為基層及長者做很多事情，致力
改善香港的醫療及房屋問題，值得我們支
持。我知道她曾經做過記者，很了解政府的
政策，希望她成功進入議會，幫市民發聲。

呂先生：作為九龍西選民，
我深明這次補選的重要。因
為如果讓反對派候選人進入
議會，他們便可以憑票數搞
亂大局，阻撓法例的通過，
令很多有助本港發展的基建
不能通過。我認為陳凱欣有
遠見，政綱亦不俗，是擔任
議員的好人選。

葉小姐：我不太熟悉政治，
只希望支持一位為民生的候
選人，看過陳凱欣的宣傳單
張後，選擇支持她，相信她
可以帶領香港行正路，為巿
民爭取更多福祉。她的形象
亦十分好，給予人和藹可親
的感覺，投票日會呼籲其他
親戚朋友投她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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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代表力挺陳凱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陳凱欣家人到場打氣，場面十分溫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明
日大嶼願景」之後，社會各界多表支
持。但反對派主導的民調卻刻意誤導市
民，得出反對者較多的結論，企圖炮製
反對填海的虛假民意。林鄭月娥昨日再
次強調無法迴避填海方案，不能再蹉跎
歲月。「明日大嶼」作為一個規模宏
大、謀劃長遠的計劃，當局特別需要把
填海利遠遠大於弊的道理分析透徹，通
過細緻的綜合比較，讓市民明白為什麼
填海更具成本效益及可行性，以及為什
麼其他方案不如填海可行，從而避免民
意遭人牽着走，減少推進填海的阻力。

一些由反對派主導的民調中，表面看
來反對填海的多於支持，反對派更憑所
謂「民調結果」，要求政府收回填海方
案。但細看反對派民調的問題設置，不
難發現，民調充滿誘導的設計，例如，
問卷問是否贊成先開發棕地再填海，帶
有明顯的傾向，得出反對填海的民調結
論，不足為奇。一直以來，反對派刻意
將填海選項與其他土地選項對立起來，
包括要求先開發棕地、收回粉嶺高爾夫
球場再填海等等，這明顯違背當前土地
供應的三個重要原則：刻不容緩、多管
齊下、未雨綢繆。日前38位經濟學者
聯署聲明支持填海是「上佳的選擇」，
同時強調支持填海不等於反對多管齊下
開闢土地、增加供應。

事實上，與其他開拓土地途徑相比
較，填海有諸多優勢。首先，程序簡

單，不涉及複雜的收地程序或司法訴
訟，政府能掌握主導權；其次，在大嶼
山東部填海，更具備獨特的區位優勢，
完善連接新界、大嶼山和港島的交通網
絡，並通過港珠澳大橋為香港融入粵港
澳大灣區創造有利條件。可以說，「明
日大嶼」不僅是為了解決住房問題，更
有着深遠的戰略意義。雖然，開拓土地
的方法多種多樣，政府從不因為填海而
排斥其他選項，但「明日大嶼願景」的
重要性，非其他選項可及。

「明日大嶼願景」受一些似是而非謬
論的抹黑，未能凝聚高企的支持民意，
關鍵問題在於，政府的解釋工作未能深
入透徹，以致不少市民未能充分認識計
劃的重要性。當務之急，發展局、規劃
署、環境局等相關專責部門，要從市民
的疑慮出發，針對性地拿出扎實的理據
和資料，向公眾做好解說工作，就着
「明日大嶼願景」的開發周期、經濟效
益、社會效益等多方面，向市民提供清
晰資訊；同時，就各種拓地選項的優
劣，包括可控時間、經濟影響、區位分
佈、法律糾紛等多方面，作出詳盡比
較，向市民說清楚為何填海造地是當前
首選。

最新公佈的公屋輪候時間，已惡化至
5.5年，反映拓地建屋不容再拖。社會
期望政府盡快以有效行動，凝聚更廣泛
的支持填海的民意，達成社會共識，將
事關香港未來發展的大事辦好。

講透填海理據 避免市民被誤導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日前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
周年訪問團時，對港澳提出4點希望，第一點就是更加積極
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在新時代改革開放的征程中，國家
向高質量發展，對資本、人才、技術、高端服務業的需求越
來越大，香港國際聯繫廣泛、國際資本匯聚、專業服務發
達，正是貢獻國家所需的獨特優勢。特區政府應該更積極主
動，一方面加強與國家有關部委的溝通協調，在國家新一輪
對外開放中擔當重要角色，爭取在CEPA框架下的開放措施
盡早全面落實；另一方面要與有關部門、地方政府和產業龍
頭緊密合作，為本港各界大展身手搭建舞台。工商界和專業
服務界更應趁勢而上、敢為人先，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和「一
帶一路」的機遇，發揮香港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助力國家
全面開放。

習主席指出，在國家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港澳地位和
作用只會加強，不會減弱，要努力把港澳打造成國家雙向開
放的重要橋頭堡。事實上，香港至今仍是內地企業最重要的
離岸集資中心，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超過1000家，佔港股總
市值逾6成；香港亦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全球7
成離岸人民幣結算都在港進行；同時，香港亦是內地重要轉
口港，2017年經香港轉口的貨物中有58%原產地為內地，
54%以內地為目的地；而香港更是內地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資
來源地，截至去年，來自香港的實際利用外資額為10082億
美元，佔內地引資總額的53.2%。種種數據都顯示，香港是
國家開放的重要力量，尤其在當前國際貿易單邊主義抬頭的
情形下，香港在助力國家「引進來」與「走出去」的作用更顯突
出；而香港在更好發揮這種重要作用的過程中，自然也促進
了自身金融、航運物流、專業服務等產業的發展。

香港要在國家新一輪對外開放中發揮不可替代的獨特作

用，不能坐等國家安排，應從三方面主動發力。
一是對接國家對商品和服務進口需要，做國際高端服務

和內地市場對接的樞紐。剛結束的中國首屆進口博覽會，
顯示中國持續開放市場的決心和誠意，也將激發中國巨大
的進口潛力。預計未來15年，中國進口商品和服務將分別
超過30萬億美元和10萬億美元，為香港服務國家所需提供
了大好機會；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是連接國際合作項
目的樞紐城市，擁有法治、廉潔、自由的優勢，在外資眼
中，香港是進入中國市場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平台。國家
已表示將在CEPA框架下，優先安排向香港開放服務貿易，
下一步將放寬教育、醫療等領域外資持股比例限制，香港
應早着先機，運用高端服務業的積累優勢，促進外國優質
商品和服務進入中國市場。

二是對接國家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的需要，加強與
廣東、上海、海南等自貿區或自貿港的合作，助力國家自
由港建設。目前內地各自貿區、自貿港正在積極推進的貿
易自由化、人民幣國際化，這些探索與香港提升國際金融
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功能的方向一致，香港應把與
內地自貿區、自貿港的合作，作為與內地合作的重中之
重，共同把自貿區的「餅」做大。

三是對接國家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改革需要，加快引進
國際資本、人才、技術，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推
動國家加快經濟升級轉型。科技創新正在加快推動全球產
業價值鏈的重構和經濟形態的轉型，國際科技競爭日益激
烈，正在重塑全球創新版圖和世界格局。國家對香港建設
國際創科中心寄予厚望，香港要作好戰略部署規劃，從產
業政策、提供切實資助、優化創科創業環境等方面，盡快
把香港的創科產業做大做強。

發揮香港獨特優勢 助力國家全面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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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習主席會見港澳各界訪問團講話系列社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