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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

昨日下午召開線上記者會，宣布參選2020年立

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選舉。其後，

他下午赴康文署總部遞交表格報名參選，其妻

子、「跳水皇后」郭晶晶亦現身撐場。霍啟剛

表示，自己一直關注業界發展，日後將會以參

選人身份繼續努力接觸業界人士，亦會促請政府盡快推出第三輪防疫

抗疫基金支援業界。他希望可以利用立法會平台，善用多年累積的經

驗、人脈、資源，為業界服務。

霍啟剛參選 盼助業界度困境
冀用經驗人脈資源服務體演文出界 妻子郭晶晶陪同報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工聯促設失業援助 籲用選票拒攬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昨日報名角逐
連任立法會鄉議局議席。
他表示，過去4年，社會矛盾對立

加劇，令立法會的工作變得更具挑
戰性，近期議會暴力、泛政治化、
攬炒和拉布等問題，都衝擊着整個
香港、鄉議局及新界人。他期望本
着「發展新界、繁榮香港、為社會
締建福祉」，憑藉界別的支持及過

去4年的議會經驗，繼續在立法會服
務，攜手度過香港目前最艱難的時
刻。
劉業強認為，新界問題繁多且複

雜，不過，他深信辦法總比困難
多，未來會繼續在議會內外捍衛新
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維護新
界鄉村的歷史文化習俗，構建城鄉
共融的和諧社會，並敦促政府落實
「發展新界，繁榮香港」。

劉業強：為港建福祉 攜手渡難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勞聯主席林振昇昨日報名參
選立法會勞工界議席。為回應新
的政治形勢，勞聯決定讓年輕一
代就勞工議題注入新思維。現年
39歲的林振昇表示，勞聯一直不
遺餘力團結各派工會，亦尊重各
勞工團體持不同的政治立場，面
對疫情影響等嚴峻情況，及失業
數字上升，更須為業界爭取。

林振昇表示，其參選政綱包括
改革失業及欠薪保障制度，爭取
合約工及獨立工作者的權益，完
善退休保障、改善強積金制度、
落實劃一假期 17天、標準工時
等。林亦是監警會觀察員、僱員
再培訓局委員、強積金管理局非
執行董事等。
勞工界參選人還有黃國、梁子

穎。

林振昇盼為打工仔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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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循
九龍西開始其從政之路、正準備角逐
連任立法會區議會（第二）議席的民
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返回「娘
家」，與已報名參選九龍西的陳凱
欣，及深水埗前區議員黃達東到美孚
一帶與街坊見面。李慧琼表示，美孚
是她很熟悉的社區，是次再到美孚，
正值新冠疫情嚴峻的時間，本着健康
最重要的大原則，她呼籲區內街坊要
加強防疫工作。
黃達東表示，美孚已有超過50年歷

史，屬全港大型屋苑之一，很多都三
代同堂，居民都希望能夠改善區內環
境，更能安居樂業。
陳凱欣更指出，無論是美孚及深水

埗，同樣面對白鴿、垃圾「雙害」，油

價及樓價高企等，都需要盡速理順。
陳凱欣提到，每次落區接觸街坊都

收到不少訴求，惟過去一段時間，無
論處理地區問題的區議會以至立法會
均被攬炒派破壞，令到議會長時間停
擺，不做實事只談政治鬥爭，最後苦
了市民。
李慧琼重申，她的團隊是次參選全

港性的「超級區議會」，必須集結所
有建設力量，才能發揮最大效益，撥
亂反正，讓香港重回正軌。她強調，
建制派須繼續團結一起，對抗攬炒、
重建香港，更重要是齊心抗疫、擊退
疫症。
九龍西參選人還有鄭泳舜團隊、梁

美芬團隊，以及李安求、岑子杰、毛
孟靜、民協何啟明團隊、張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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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啟剛已在體演文出界服務多年，積
累了豐富的人脈和經驗，他在線上

發布會中直言，很想了解和服務業界朋友
的需要，因此決定參選。

為業界爭長遠穩定政策
他直言，政府對體演文出界不夠重視，
雖然有紓困措施，但許多從業者認為「幫
唔到手」，反映業界缺乏長遠、穩定的跨
部門支持。他希望為立法會注入新思想和
正能量，利用之前的工作經驗和網絡，虛
心聆聽業界需要，監察政府之餘，也會為

業界爭取長遠穩定的政策，更好地服務業
界和市民。他並希望能與業界繼續交流，
不斷完善政綱，相信「逆境並肩」，一定
可以「重啟希望」。
其後，霍啟剛到沙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總部遞交報名表，其妻子郭晶晶到場現身
陪同。霍啟剛強調，考慮到參選後的工作
和生活上會有所改變，事前已與家人商量
選舉工作的部署，今次參選獲得家人、尤
其妻子郭晶晶的百分百支持，對自己的選
情「好有信心」。
霍啟剛表示，疫情打擊香港體演文出界

半年之久，政府對業界重視度遠遠不足，
業界缺乏跨部門的支持，資助不足以維持
生計。他希望自己可以行前一步，助業界
捱過困境。他坦言，明白未來的路不會平
坦，會做好本身，多聆聽業界聲音，關注
長遠而穩定的發展。

誓保港人創作自由空間

問及香港國安法會否影響創作自由，霍
啟剛直言，「我作為中國人、香港人，擁
護基本法，亦相信基本法能夠保障香港人
的表達自由和創作自由，如果有幸當選議
員，也會保障香港人的創作自由和創作空
間，督促政府做改善工作。」
同樣報名參選體演文出界的還有周小龍

和李錦添。

體演文出界人士對
霍啟剛參選十分支持，
場地單車世界冠軍黃金
寶、資深舞台藝術家毛
俊輝、香港出版總會會
長李家駒等文體界人士

出席線上發布會支持霍啟剛參選，大家
均指霍啟剛的魄力和品格，一定能吸引
非常多的支持者，為香港體演文出事業
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

黃金寶盼改善架構助運動員
黃金寶表示，感謝霍啟剛代表業界參

選，並指霍啟剛經常徵詢業界意見，希
望改善現有的架構以幫助運動員。
香港首席保齡球運動員胡兆康亦全力

支持霍啟剛參選。他說，霍啟剛非常關
心運動員，憶述東亞運動會期間，霍啟
剛從朝到晚都會到場支持，與運動員並
肩作戰，在比賽前亦給予運動員很多正
能量。
李家駒讚揚霍啟剛一直關心文化界，

有誠意，有承擔、肯做實事。日前香港
書展煞停，霍啟剛很快發起了支持參展
商的關注組，僅半日就收集了業界意
見，為了及時給政府提出建議，半夜兩
三點兩人仍在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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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已報名
參選立法會勞工界的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及
葵青區社區主任梁子穎昨日召開記者會，
詳細地闡述他們的聯合政綱及參選理念，
當中重點政綱是要求政府「設立失業援助
制度」，救失業工友於水深火熱之中。另
外，就攬炒派揚言要取得逾半議席，升級
議會暴力，他們均批評攬炒派是在浪費合
理分配社會資源的時間，質疑「立法者帶
頭犯法，市民又如何有信心？」他們呼籲
市民要拒絕攬炒及暴力，投出明智的一
票，讓社會重回正軌。
黃國的參選口號是「撐勞工爭公義」，希
望改變政府不公義及不合理的政策，捍衛
打工仔權益及基層勞工的基本尊嚴。
他表示，香港社會制度存在不公義，
房屋問題亦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特區
政府政策向商界傾斜，基層勞工不斷遭
壓榨，最明顯例子就是政府將大量基層
工作外判，為社會製造大批「貧窮勞
工」，故是次參選要積極推動解決香港
深層次社會矛盾，以打工仔能夠安居樂
業為目標奮鬥，從制度和政策層面為勞
工、基層及全港市民爭取一個更公平、
合理及公義的社會。

梁子穎盼港青多識國情
梁子穎表示，是次參選口號是「護權
益創出路」，他會貼地了解社會實況，以
新思維開創新出路，爭取勞工權益，未來
亦在議會內重點關注教育發展及改革。另
外，就政綱提及的「把握大灣區發展優

勢，創造港人職位」，他希望年輕人多了
解國情，參與「一帶一路」的機遇，突破
發展瓶頸，讓港人在「一小時生活圈」獲
得更多就業機會。
兩人皆表示對當選有信心。黃國指，工聯

會70多年來一直幫打工仔爭取權益，在勞
工界上有一定的根基，而且他身為理事長，
可發揮議會內外的優勢推動勞工權益。梁子
穎亦指，他已經裝備好自己，而且有多年相
關的工作經驗，有信心能勝出。

黃國：勿為撈政治資本害港
至於攬炒派揚言要取得逾半議席並升級

議會暴力，黃國指在勞資糾紛時都要通過
談判，議會內亦當如是，攬炒派不能為了
撈政治資本及名聲而攬炒香港，應多為工
友及基層市民的利益着想。
梁子穎亦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議會

內也有相應的規則及制度，議員應使用理
性的議政方法說服他人，而非作議會暴力
及攬炒香港，質疑攬炒派是在浪費合理分
配社會資源的時間，「立法者帶頭犯法，
市民又如何對議會有信心？」
他呼籲市民要拒絕攬炒及暴力，投出明

智的一票，讓社會重回正軌。
勞工界參選人還有林振昇。

參選立法會九龍東的民建聯副
秘書長黎榮浩昨日分別到秀茂坪
及橫頭磡邨擺街站，後者更是其
從政起點。他憶述自己2003年
還是年資尚淺的從政者，但當年
與橫頭磡邨的街坊齊心戰勝沙
士，那種社區守望之情還深刻記
在他的心裏。面對今日疫情，他
強調︰「我的根我的家橫頭磡邨
我必定會努力跟進，同心抗疫，
互助互撐，直至戰勝疫情！」同區參選人還有鄧家彪團隊、黃之鋒、譚得志、譚文
豪、李嘉達。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家好 圖︰黎榮浩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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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慧 琼
（中）與陳凱
欣（左）及黃
達東（右）到
美孚打氣，
呼籲街坊齊
心抗疫。

李慧琼fb
片段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九龍西參選人、經民聯梁美芬昨日在face-
book發布視頻（見圖）指，「一國兩制」是
好幾代人努力換來的成果，是最適合香港
的發展模式，香港要繼續繁榮穩定，不是
靠攬炒和破壞，而是要守住法治，保住
「一國兩制」。她呼籲大家為其團隊投
票，護法治、惠民生、反攬炒。
梁美芬在片段中說，回歸後的香港一片繁

榮，經歷過無數的風浪，最後仍然可以安然
度過，靠的是香港人的拚勁和「一國兩制」的
優點，不過，近幾年一切都改變了，由攬炒
派議會暴力，拋擲蕉皮、玻璃杯，演變成街
頭年輕人的暴力，拋擲轉頭、汽油彈，對無
辜市民進行「私刑」，四處破壞。
她強調，香港要繼續繁榮穩定，不是靠攬

炒，不是靠破壞，而是要守住法治，保住
「一國兩制」。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法治
不全，香港難以繁榮穩定。她呼籲大家要一
起保住香港的法治，保住「一國兩制」，保住
香港的繁榮，呼籲大家為她的團隊投票。
同區參選人還有陳凱欣團隊、鄭泳舜團

隊，以及李安求、岑子杰 、毛孟靜 、民
協何啟明團隊、張崑陽。

梁美芬：護法治惠民生反攬炒

■ 林 振 昇
（中）昨日在
潘兆平（左）
及 周 小 松
（右）陪同下
報名參選立
法會勞工界
選舉。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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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治祖 攝

■劉業強（中）昨日報名角逐連任立法會鄉議局議
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國（左）及梁子穎昨日舉行工聯會立法會功能界別（勞工界）參選人記者會，闡述
參選理念及政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霍啟剛（左）昨日在妻子郭晶晶陪同下，報名參加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選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