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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昨日揭開戰幔，
選舉事務處首天共接獲三十九份地區直
選和功能界別的提名表格；民建聯、工
聯會還冒雨舉行了誓師大會，象徵着無
懼風雨，以無比堅強的鬥志和服務全港
市民的決心，誓要和 「拉布分子」 一見
高下，助立法會工作重回正軌。

眼前新一屆立法會選舉，與過去三
屆比較，有多項明顯不同的特點：一是
選民人數達到三百四十六萬六千多的新
高，說明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意欲有所
提高；二是議席由六十席增加至七十席
，新增十席，地區與功能各半，而新增
功能五席由直選區議員 「包辦」 ，互選
提名，再由三百二十萬非功能組別選民
投票。如此也就是說，來屆立會，選民
首次有 「一人兩票」 ，直選議席增加的
不止五席而是十席，整個選舉的民主成
分大大增加。

更重要的是，此一議席新安排，是
特區政府為落實基本法有關循序漸進、
最終達至普選目標而制訂的產物；但反
對派出於抗中亂港需要，繼年前 「捆綁
投票」 後，又一次以 「五區總辭、變相
公投」 來阻撓此一方案的通過。

事實是，特區政制民主化這一大步
，是中央、特區政府、建制派議員和全
港市民共同努力維護 「一國兩制」 和落
實基本法的成果，反對派充當的是極不
光采的 「絆腳石」 角色；但是，方案一
旦通過落實，今天，他們又削尖腦袋要
來爭奪這新增的功能五席了，其政治上
的出爾反爾、毫無誠信，也可謂不知
「羞」 字怎寫了。

而除了選民人數和議席數目的變化
外，本屆立會選舉，更大的變化在於特
區社會和議事殿堂都已經發生了不少的
變化：新一屆特區政府已經上任，新任
特首梁振英提出了 「穩中求變、適度有
為」 的新施政理念；而上屆立會，由
「長毛」 梁國雄的 「掟蕉」 開始，以黃

毓民、陳偉業的 「拉布」 結束，暴力政
治首次侵入一向莊嚴寧靜的立法會，議
事效率和議會形象同步一落千丈，市民
都為之感到嗟嘆和憤慨。

而在這一過程中，民建聯、工聯會
在議會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其他自由黨、新民黨和獨立議員也作出
了配合，不惜三、四十小時的連續作戰
，頂住 「拉布」 、不讓 「流會」 ，成功

令 「議席出缺安排」 以及眾多經濟民生
議案得到通過。可以設想，如果不是建
制派，不是民建聯、工聯會議員長期在
議會內為民請命、支持政府、與反對派
全力周旋，不僅政府的施政寸步難推行
，特首和主要官員在議會內 「舉目無親
」 ，就是全港市民的根本利益，包括二
○一七可以普選特首、二○二○可以普
選立法會的目標，也不可能達致。

事實擺在眼前，反對派就是破壞立
法會效率和形象的罪魁禍首，他們把持
部分席位不幹實事、不辦好事，專門搞
破壞，每 「拉布」 一天、 「流會」 一次
，公帑損失就要過百萬。當然，部分選
民可能仍然認為，立法會內需要有一些
反對聲音 「唔妥」 政府，如此才能有效
監督和制衡政府的施政，這一想法，其
實已經不切實際。反對派在立會起到的
只是毫無建設性的破壞作用，對推動政
府施政、改善社會民生只會有害無利。

選戰當前，一貫勤勤懇懇、任勞任怨
、貢獻社會、服務議會的民建聯、工聯會等
建制派參選人，更值得選民投以良心一票
、信任一票，是毫無疑義的。香港是大家
的「主場」，選民是老闆，一定識得揀。

新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除了簡介
當前食衛工作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外，
還說了一番十分值得關注的話。

這些話，是關乎當前特區政府團
隊內部的士氣與氛圍的。

高醫生承認，自新班子七月一日
上任以來，包括發生了麥齊光被 「廉
記」 調查及請辭的事件，班子內部每
天開會，氣氛不說低沉，最少也是凝
重的，新政府這個 「熱廚房」 ，已經
不止三、四十度，而是五、六十度的
高溫了。但更重要的是高醫生下邊這
兩句話：壓力只會令到新班子更加團
結，大家更互相支持。

高永文這些身處其中的描述，叫
人不安、也叫人感動。

不安的是，梁振英新政府一開局
，便已經陷入了重重困難之中， 「三
司十四局」 架構重組被阻、麥齊光
「下馬」 ，反對派在議會內 「拉布」

， 「八十後」 在落區衝擊，亂港傳媒
以比反對前兩位特首十倍的 「火力」
來抨擊……。如此處境，叫梁振英和
新問責團隊情何以堪？鬥志和士氣不

可能不受到一點打擊。
而令人感動的是，就是在這種困

難環境下，新班子沒有被罵倒，反而
如高永文所言，大家 「你眼望我眼」
，更加互相支持、更加團結了。這不
但對梁振英來說是個好消息，對全港
市民來說同樣也是個好消息。

特區的未來，就是要靠這個新班
子去團結奮鬥和拚搏，梁振英的 「穩
中求變」 才能穩得住、變得成， 「適
度有為」 才能真的有所作為。如果他
們氣餒了、渙散了，政府的施政、市
民的福祉還靠誰來工作和維護？難道
靠 「民主黨」 、「公民黨」，靠在議會
「拉布」 、「掟蕉」的黃毓民和 「長毛

」 嗎？那時，港人大概要吃西北風了。
因此，如高永文所言，目前，特

區政府是個 「熱廚房」 ，班子都在高
溫下煎熬；那麼，所有真正為香港好
的市民，是應該袖手旁觀、漠不關心
，還是應該以百倍的熱誠送上祝福和
給予支持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新
班子要在高溫、高壓下努力堅持，只
要齊心為民、齊心施政，市民一定會
撐你們！

梁美芬 藉地區經驗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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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選情 「數面受敵」
今屆立法會香港島選情戰況激烈，將有超過

十張名單角逐七個議席。葉劉淑儀說，選情不容
樂觀，無論是基層還是中產票都有很多對手，她
相信民建聯曾鈺成、鍾樹根，以及工聯會王國興
將吸走區內傳統的基層選票。雖然公民黨的余若
薇轉戰新界西，新民黨有可能吸納該黨的中產票
源，但該黨亦要面對首次參加直選的自由黨劉健
儀的競爭，所以選情 「數面受敵」。

葉劉淑儀競選團隊的口號是 「講真話，做實
事」。她表示，新民黨是建制派中最理性和中立
的政黨，自己也是建制派中最獨立的議員之一，
敢於維護議會的尊嚴和程序， 「有膽向政府說不
」，例如要求政府取消徵收四百元外傭稅、反對
新政府改組方案排在民生議案前面等。因此，她
希望爭取平時不出來投票、思想獨立的選民支持
。她亦會積極開拓新票源，例如外籍人士、少數
族裔、婦女、年輕人、愛護動物人士等。

冀將黨內新血帶入議會
葉劉淑儀昨日到東區民政事務處提交報名表

，新民黨灣仔大坑區議員黃楚峰、東區太古城東
區議員謝子祺分列名單第二和第三位。葉劉淑儀
形容兩位參選成員都是有經驗的區議員， 「年輕
力壯，拚搏勤力，身家清白，有誠信」，新民黨
的目標是在香港島取得兩個議席，將年輕人帶入
老化的立法會，反映中產階層和年輕人的聲音。

葉劉淑儀又說，能否加入行政會議，並不是
她參選的考慮因素，現時只想全力角逐連任。由
於選票和議席是政黨最大的本錢和實力，每個政
黨都想將其最大化，但面對建制派或分薄票源，
她說： 「我無辦法勸退劉健儀，亦無法子勸民建
聯出少一張名單，大家只能各有各努力」。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新民黨派出
副主席田北辰，率領團隊出戰新界西直選。田
北辰表示，據民調推算，支持他的市民佔二萬
七千票，期望能爭取多六千張選票，取得區內
選舉的第八或第九個議席。

田北辰昨率領出戰新界西的三名新民黨
「拍檔」，包括葵青區議員張慧貞、元朗區議

員黃卓健和電影檢查顧問小組顧問何建昌，到
元朗民政事務處報名參加直選，約四十名支持
者到場吶喊助威。田北辰說，他自去年底起做
民調，若以二○○八年新界西有四十五萬人投
票作標準，有約百分之六的選民支持他，即約
二萬七千票。若要爭取第八或第九席，他合共
需要三萬三千票。調查又發現，未曾投票的新
選民中，一成五人會支持他，故他目標是從新
選民中爭取最少六千票。

新界西有九個議席，吸引多張名單候選人
參選，田北辰承認競爭激烈，幸好新選民的數
目增加不少，以荃灣愉景新城為例，四成投票
者是新選民。為開拓新票源，他會勤力落區，
平均每天與二、三百名市民握手，用誠意打動
他們。

田北辰的三名年輕拍檔，各有不同專業知

識。張慧貞取得經濟學和法律學士學位，以及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去年當選葵青翠怡區區議
員；出身基層的黃卓健，從小在元朗協助父母
賣菜維生，現時是元朗頌栢區區議員，先後在
理工大學和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研習義肢矯
形及生物工程，二○一○年當選為十大傑出青
年；何建昌畢業於澳洲臥龍崗大學，其後在澳
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取得金融碩士學位，回港後
主力時裝設計文化發展。

田北辰 力爭新選民六千票

【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西九新動力
主席梁美芬率領西九新動力三名區議員梁文廣
、韋海英和楊永杰，昨早冒雨前往油尖旺區議
會報名參選九龍西議席。她形容，過去在立法
會工作是與市民 「風雨同路」，今次提出 「堅
守九龍西，繼續做事最實際」的口號，希望以
「專業加地區」的理念競逐連任。

過去四載與市民風雨同路
天文台昨早一度發出黃色暴雨及雷暴警告

，但梁美芬仍早於九時許便率領西九新動力三
名成員─深水埗區議員梁文廣、韋海英和九龍
城區議員楊永杰組成一張四人名單前往報名。
她借天氣形容過去四年的立法會工作是與市民
「風雨同路」，而昨日冒雨前來為她搖旗吶喊

的五十多名街坊，正正印證了這一點。
梁美芬在上屆立法會以近兩萬票當選，她

說，這得益於市民的支持，今次她再循九龍西
直選競逐連任，提出 「堅守九龍西，繼續做事

最實際」的口號。本身是九龍城區議員的她，
希望與街坊一同秉持 「默默耕耘」的西九精神
，為了香港和西九更美好的明天共同努力。

與 「默默耕耘」相比，梁美芬不認同 「嗌
來嗌去」的議會文化，認為議員應 「踏實地為
民請命」，而非刻意搗亂或引發無聊爭議。她
承諾，將繼續 「以專業作後盾，服務基層，為
中產發聲」。此外，她認為，青少年學業、置
業、就業和創業 「四業」亦十分重要，希望未
來無論在立法會還是區議會，都就上述議題繼
續發聲。

梁美芬又形容立法會選舉為一場足球賽，
市民則是她的教練，雖然她的團隊中亦有韋海
英這位專業足球運動員出身的亞洲足協 A 級教
練，但今次的九龍西選區即便不足以稱為 「死
亡之組」，亦可謂競爭激烈。與梁美芬同區出
選的還包括：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民主黨黃
碧雲、公民黨毛孟靜，三人同樣打專業女性形
象的旗號。

被問及是否擔心選情時，梁美芬只說，相
信今次的選舉氣氛會較上屆緊張，但她重申西
九新動力的理念是 「專業加地區」，街坊們都
熟識她，她亦清楚該區需求，會憑藉過去的地
區經驗，爭取市民支持。

葉劉決積極拓新票源
田少參戰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右二）和副主席周梁淑
怡（右三）捲土重來並報名參選新界東議席。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自由黨主席
劉健儀於今屆立法會選舉中，將首次由服務了
十七年的航運交通界功能組別轉戰（右三）香
港島直選，昨日率先前往報名參選。劉健儀坦
言，自由黨無地區樁腳，選情嚴峻，但她接受
直選洗禮，是希望向黨員和其餘功能組別議員
起示範作用，希望他們支持直選。

劉健儀今屆夥拍黨內兩名東區區議員邵家
輝和李鎮強，組成三人名單，昨日到東區民政
事務處提交報名表參選。劉健儀承認，自由黨
缺乏地區樁腳，背後亦無龐大團體支持，部分
票源亦與其他候選人重疊，今次選情嚴峻，但
她有信心才會參加選舉，期望通過區內朋友的
聯繫和幫助，凝聚支持者。

劉健儀團隊的參選宣言為 「不走回頭路」
。她表示，二○二○年的立法會可由普選產生
，因此越早出來面對群眾就越好。問及萬一落
敗，會否對自由黨帶來負面影響，劉健儀說，
直選是香港必須要走的路，她希望自己可以起
到示範作用，將支持直選的訊息傳遞給其餘功
能界別議員和黨內成員，令他們提早裝備好自
己，面對往後的立法會普選。

劉健儀今次參選會宣傳 「扶助中小企、幫
助真基層、捍衛自由經濟價值」的理念。她又
稱，自己雖然屬於建制派，但自由黨有理性和
獨立思考，不會凡是政府提出的政策都支持，
例如該黨曾牽頭對遞補機制方案提出修訂。如
果政府日後要推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自由
黨會繼續為市民把關。

另外，在提交參選名單前，劉健儀和支持
者在東區法院門前上演街頭劇，有人扮演社民

連的 「長毛」，劉健儀用剪刀剪去 「長毛」手上的一條
寫着 「議會霸權」的白布，寓意踢走議會的拉布行為。

立法會選戰剛開始，已感受到緊張氣氛。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報名參選港島區直選， 「撞正」首
次同區出選的自由黨主席劉健儀。二人雖為對手，但
仍然禮貌地站在一起合照，兩邊的支持者則力求先聲
奪人，互相高喊口號。二人更就誰有膽 「向政府說不
」隔空 「拗手瓜」。

葉劉淑儀昨早十一時到達東區民政事務處，劉健
儀比葉劉遲來半小時左右，當葉劉在樓上報名時，劉
健儀就在樓上宣讀競選宣言，並與支持者上演街頭劇
，有支持者戴上 「掃把頭」，扮演當保安局局長時的
葉劉。

葉劉淑儀昨日在報名前接受採訪時表示，她是建
制派中最獨立的議員之一，有膽向政府說不。劉健儀
卻表示，與葉劉淑儀相比，她更敢向政府說不，她質
疑葉劉淑儀多次想加入政府班子，對於政府政策，
「佢敢唔敢say no（說不）？」

當劉健儀準備上樓報名時，就 「撞正」葉劉淑儀
，二人禮貌地相視而笑，更站在一起讓記者拍照。劉
健儀的支持者突然高喊： 「我哋敢say no」。葉劉淑
儀支持者也不遑多讓，高呼： 「講真話，做實事，支
持葉劉淑儀」，雙方開始 「鬥大聲」。

葉劉淑儀隨後再次接受記者採訪，對於自由黨安
排支持者扮演她，暗示她想加入行會，葉劉淑儀說，
覺得 「好好笑」，稱自己與劉健儀的處事方式不同，
她不會做負面的宣傳來嘲諷對手，希望在選舉過程中
將正面的信息帶給市民。

另外，葉劉淑儀反過來質疑劉健儀，在討論政府
要求提前審議改組方案時，劉健儀先表示反對，但投
票時又支持，是 「講一套做一套」。兩位女士隔空交
鋒，選戰硝煙瀰漫。

劉
健
儀

參
加
直
選
冀
成
示
範

雙儀相遇拗手瓜

角逐連任的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昨日夥拍黨內兩
名區議員組成三人
名單，報名參加立
法會香港島直選。

面對基層選票可能流向民建聯和工聯會
的同時，加入香港島直選戰團的自由黨
主席劉健儀亦力爭中產票，葉劉淑儀形
容，今屆選情 「數面受敵」 ，但她會積
極開拓新票源，吸納婦女、少數族裔及
年輕選民的支持，並力爭兩席，將黨內
年輕新血帶入議會。

本報記者 朱晉科

▲梁美芬（黃衫）相當感謝昨日冒雨前來支
持的街坊

▲葉劉淑儀（中）夥拍黨內兩名區議員黃楚峰（左）及謝子祺（右）報名參加香港島直
選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田北辰昨日遞交報名表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特寫 本報記者 朱晉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