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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昨舉
行中委會會議
後，公布首批
派 出 53 人 角
逐立法會議席
。左起：梁志
祥、陳恆鑌、
葛珮帆、陳克
勤、劉江華、
譚耀宗、李慧
琼、蔣麗芸、
陳鑑林、鍾樹
根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譚耀宗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九隊戰地區直選 兩隊爭超級議席

民建聯 53 人參選打硬仗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將於本周三展開，
民建聯昨日宣布，將派出十一隊、共五十三名成
員參與地區直選和 「超級議席」 選舉，其中九隊
戰直選，兩隊競逐超級議席；在港島、新界東及
新界西，將各有兩至三隊參選。而所有參選人擬
全部在提名期首日報名。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
，民建聯主張理性、務實和包容，選舉的整體競
選口號是 「真誠為香港」 ，整體政綱題為《團結
創新天》。
本報記者 石璐杉

民建聯昨晚舉行中委會會議，正式通過了該黨參加立法
會地區直選和超級議席選舉的名單。參與地區直選的共有九
隊，分別由曾鈺成、鍾樹根、陳鑑林、蔣麗芸、陳克勤、葛
珮帆、譚耀宗、梁志祥和陳恆鑌領軍。
港島區方面，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將以單人名單出戰
，長期從事地區工作的東區區議會主席鍾樹根將同五名東區
區議員和一名灣仔區議員組成七人名單參選，排該名單第二
的是鰂魚涌區議員丁江浩。九龍東方面，由現任議員陳鑑林
率領三位年輕區議員參選，由黃大仙區議員黎榮浩排第二。
九龍西方面，由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首次出戰，五人名單中
包括四名年輕區議員和地區幹事，油尖旺區議員葉傲冬排在
名單第二位。新界東方面，民建聯會分拆兩隊出選，分別由
現任議員陳克勤和沙田區議員葛珮帆領軍，在陳克勤牽頭的
六人名單中，區議會選舉 「票王」、北區區議員劉國勳將排
名單第二位，而西貢區議員莊元苳將排葛珮帆牽頭的七人名
單第二位。新界西方面，則會分拆三隊參選，由民建聯主席
譚耀宗領軍的四人名單中，排第二的是屯門區議員龍瑞卿；
元朗區議會主席、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梁志祥則會組六人名單
出選，由元朗區議員曾憲強排名單第二位；而由荃灣區議員
陳恆鑌牽頭的七人名單中，葵青區議員潘志成排第二位。
在超級議席方面，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李慧琼將參與
這一新增的功能組別選舉的角逐。劉江華以單人名單出戰，
主攻新界票源；李慧琼則與四名年輕區議員組成五人名單參
選，主攻港島和九龍票源，東區區議員洪連杉排第二位。

最年輕二十五歲
民建聯現任立法會議員中，有六人參選，包括曾鈺成、
陳鑑林、譚耀宗、陳克勤、劉江華、李慧琼。五十三位參選
人平均年齡為四十一歲，最年輕的二十五歲，共有兩位，分
別為參與新界西選區的葉文斌，以及新界東選區的姚銘，女
參選人共有十四位，區議員共有三十八位。
譚耀宗表示，此次選舉，民建聯的整體競選口號是 「真
誠為香港」，整體政綱題為《團結創新天》。他指出，民建
聯認為，香港目前正面對三大挑戰，一是促進社會上流，縮
窄貧富差別，讓社會不同階層共享經濟發展成果；二是應對
外圍環境波動，健全經濟結構，為社會長遠發展提供持續動
力；三是凝聚社會共識，推進民主，落實普選。
譚耀宗說： 「我們主張理性、務實和包容，反對粗暴極
端的政治手法，在行政與立法之間、在官商民之間、在不同
政治意見之間，建立既互相監督也互相促進的建設性關係，
共同謀求港人的最大福祉。」他強調： 「香港是屬於我們的
共同家園，民建聯將秉持 『真誠為香港』的創黨理念，以真
心和誠意服務市民，服務社會，與市民共建美好明天。」

梁劉柔芬力撐陳亨利
【本報訊】經濟動力的紡織及製衣界立法會議員梁劉柔
芬一早明言，希望在今屆立法會後退下火線，並交棒予新人
。其接班人香港紡織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陳亨利昨日宣布參選
，並得到經濟動力的三位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梁君彥和梁劉
柔芬力撐。陳亨利在行內名聲不錯，其父陳守仁則是德高望
重的福建僑領，人脈其廣。不過，自由黨的鍾國斌一直對該
議席虎視眈眈，○八年立法會選舉已硬撼梁劉柔芬，看來該
界別今年將有一場龍爭虎鬥。

民建聯地區直選及
超級議席參選名單
地區直選（47 人）
香港島

▲劉江華（右）表示，民建聯在超級議席選舉中希望能夠採取最簡化宣傳
策略，避免造成選民混亂
資料圖片

劉江華選超級戰戰兢兢
【本報訊】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
將以單人名單角逐 「超級議席」，他
表示，單獨出選，希望能夠突出個人
，更加旗幟鮮明，並將以 「香港要贏
」為口號。劉江華又指，民建聯將用
五隊地區直選支撐超級議席選舉，並
且會以 「一人有兩票，一票一個人」
做宣傳，希望向選民傳達簡單訊息。
面對超級議席的全新選舉，劉江
華指，民建聯認為，以五隊地區直選
支撐超級議席選舉的方法比較好。他
指，民建聯將大力宣傳 「一人兩票」
，即：地區一票，全港一票。而且他
們會向選民表明： 「一人有兩票，一
票一個人」，對於為何要強調 「一票
一個人」，劉江華指出，擔心選民以

為 「一人兩票」是一張票有兩票，但
如果在一張票上蓋了兩個印就會成廢
票。因此，民建聯在超級議席選舉中
希望能夠採取最簡化的宣傳策略，否
則會造成選民混亂。 「今次選超級，
簡單訊息非常重要。（超級議席）已
經是很複雜的做法，宣傳策略再複雜
搞唔掂。」
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亦會出戰
超級議席，對於是否擔心工聯會分票
，劉江華坦言 「戰戰兢兢」，他說，
建制派要求在超級議席的五席中取得
三席，難度相當之高。對於如何與同
樣參選超級議席的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琼配合，劉江華表示，他們會睇住選
情的發展來決定。

譚耀宗：分隊冀增勝算
【本報訊】民建聯在港島、新界
東及新界西地區直選中都採取了分隊
參選策略，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
今屆選情艱巨，分隊參選希望能夠減
輕壓力，增加勝算。被問及新一屆政
府表現對選情的影響時，譚耀宗坦言
，每一次立法會選舉都面對好多挑戰
、困難和壓力，這次也不例外，但他
重申，民建聯對政府施政的立場為
「是其是，非其非」，希望督促特區
政府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相信這也是
市民的福祉。
譚耀宗指出，民建聯過去較少採
取分拆名單策略，但由於新一屆立法
會議席增加，有意參選的人很多，而
且有相近票源的團隊角逐議席，如果
沿用過往一張名單方式，須取得高得
票率，才可以贏到更多席位，難度會
大。此外，因為有些地區是新的候選
人，用原來的辦法，可能不能保住原
有的議席，所以譚耀宗認為： 「分隊
參選可能比較減弱壓力，相對有利。
」他說，民建聯也希望通過這次選舉
盡量介紹一些新人，令市民對他們多

一些認識。但譚耀宗同時指出，分隊
如果分得不好，可能也存在風險。
被問及對議席的評估時，譚耀宗
說： 「當然希望九個團隊都能加入新
一屆立法會。」他強調： 「選舉面對
不少困難和挑戰，大家都有信心，我
們會盡力去做到最好。希望在未來五
十幾日的時間，將我們的政綱、理念
，將我們的候選人盡量介紹比選民去
認識，得到大家的支持。」
至於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港
島單獨出選，譚耀宗說，這是曾鈺成
自己的意見，他相信，曾鈺成和鍾樹
根團隊會有很好的配合。而昨晚曾鈺
成由於出席立法會惜別晚宴未能出席
民建聯宣布參選名單的記者會。
而在上屆立法會選舉中，民建聯
共派出二十九人參與地區直選，合共
取得九席，其中兩席為身兼民建聯和
工聯會雙重身份的人勝出。今屆工聯
會打正旗號單獨出選，譚耀宗指，民
建聯的選情可能受影響，面對好大壓
力，希望原有的支持民建聯的朋友支
持民建聯，同時希望開拓新的票源。

民協派四隊戰立法會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有 「一人黨」之稱的反對
派民協，乘着今年立法議席數目增加，希望趁亂擴充議席數
目，派出四張名單出選，包括由現為立法會議員馮檢基出戰
「
超級議席」，並由該黨副主席譚國僑留守九西老巢。
民協的如意算盤是由馮檢基出戰 「超級議席」，副主席
譚國僑留守九西，主席廖成利到新西開拓新票源，並由該黨
黃大仙區議員許錦成出選九東。事實上，反對派 「籠裡雞作
反」，一直就 「超級議席」進行 「協調」，但最後失敗，馮
檢基務求開拓新議席，冒險出戰 「超級議席」，讓譚國僑取
回基本票。
不過，按目前的分析，馮檢基極其量只能爭奪 「超級議
席」的末席，而且勝算不大，若譚國僑未能盡吸馮檢基留下
的選票，民協隨時變成四大皆空。

▲民建聯希望得到市民支持，打贏今仗立會選戰

曾鈺成

香港島

鍾樹根團隊：鍾樹根、丁江浩、
周潔冰（女）
、龔栢祥、顏尊廉、
李均頤（女）
、鄭志成

九龍西

蔣麗芸團隊：蔣麗芸（女）、葉傲冬、
鄭泳舜、陳偉明、林心廉

九龍東

陳鑑林團隊：陳鑑林、黎榮浩、
洪錦鉉、柯創盛

新界西

譚耀宗團隊：譚耀宗、龍瑞卿（女）、
葉文斌、巫成鋒

新界西

梁志祥團隊：梁志祥、曾憲強、呂堅、
李美辰（女）
、黃煒鈴（女）
、徐君紹

新界西

陳恒鑌團隊：陳恒鑌、潘志成、林琳
（女）
、陳振中、梁嘉銘（女）
、曾大、
羅崑

新界東

陳克勤團隊：陳克勤、劉國勳、
黃碧嬌（女）
、藍偉良、胡健民、姚銘

新界東

葛珮帆團隊：葛珮帆（女）、莊元苳、
李世榮、李家良、董健莉（女）
、
祁麗媚（女）
、黃冰芬（女）

「超級議席」 （6 人）
區議會（第二）

劉江華

區議會（第二）

李慧琼團隊：李慧琼（女）、洪連杉、
陳學鋒、朱立威、顏汶羽

統計資料
參選團隊

11 隊（地區直選 9 隊；
「超級議席」 2 隊）

參選人數

53 人，女性佔 14 人

平均年齡

41 歲

最年輕
立法會議員
區議員

25 歲
6 人（譚耀宗、曾鈺成、李慧琼、
陳鑑林、劉江華、陳克勤）
38 人

獲多位資深大律師力撐
王桂壎參選為業界發聲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前香港律師會會長王
桂壎（下圖）昨日宣布參選今屆立法會法律界議席，以
「為民主企硬！同業界發聲！」作為競選口號，並已取得超過
四百名業界選民的提名。王桂壎表示，自己沒有票倉和
鐵票，也沒有政黨撐腰，更沒有個人利益的包袱，深信
能為業界做得更多，而業界也能夠為香港做得更多。
公民黨法律界議員吳靄儀今屆將退下火線，由黨內
較年輕的郭榮鏗頂替出選，但有業界人士認為，郭榮鏗
始終 「未夠班」，所以王桂壎隨時有機會打破公民黨長
期壟斷法律界的局面。王桂壎在回歸前曾擔任立法局助
理法律顧問；○九年至一一年曾連續兩屆擔任香港律師
會會長，現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主席，行內有一定的聲
譽。
王桂壎表示，至今已取得超過四百名業界選民的提
名，其支持者包括資深大律師高浩文、梁定邦、李
定國、韋仕博等。他指出，法律界一直以追求
民主、捍衛法治為己任。今天，作為法律界
立法會議員，爭取民主普選，任重道遠；而
反映業界聲音，同樣是職責所在。他在參選
宣言中指出： 「我們不僅需要繼續堅持民
主法治，還需要重發展、憂民生。」
王桂壎認為，香港回歸十五年
來，爭取民主普選，荊棘滿途，核
心價值受到挑戰，壓力重重，法
律界有過長期的堅持和付出，自
然身同感受。與此同時，如何令
業界參與兩地關係的良性互動，參
與大珠三角的經濟融合，抑制香港
競爭力的下滑，解決本地社會的資
源錯配，造就業界向上流的前景，
也是同業們切身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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