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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新星何俊賢戰漁農界
三人出戰傳統功能界別

功能界別首日16人報名
工程猛人力撐盧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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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今屆會期結束，民生議題全部獲得通
過，獨留新政府架構重組懸而未決（其實這更涉
及民生）。今屆政府上任十多天，真是天天精彩
。宇文劍這樣說並非 「包拗頸」，種種不利於政
府的消息雖然接踵而至，退一步看，對政府，特
別是對特首梁振英未嘗不是有力的幫助。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想種瓜，若不悉心栽
種，不依種瓜程序，結果斷不能種得出瓜；想種

豆，也必須有同樣的心態、同樣的處理過程，豆
才能給種得出來。熱愛栽種的梁振英多年來受
「栽種磨練」，對 「貴在堅持」四個字的認知當

比其他許多人了解得更透徹。
一位梁振英友人對他有這樣的評價： 「梁振

英是一個越遇困難越能進取的人。」越被人看扁
，越能成績斐然地達標。屆時，梁及其班子要多
謝看扁他們的人，是他們給予政府有力支持的。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說： 「新政府猶如
好熱的廚房。面對各種不利消息，每天的早禱會
氣氛凝重。看得出大家心裡不舒服。」高醫生雖
有以上的慨嘆，卻有強而有力的 「下文」： 「但

在你眼望我眼中，彼此會有互相支持、團結一致
的眼神。」高醫生在沙士時期曾當署任醫管局行
政總裁，從非一般的逆境中走過來，意志特別堅
強自不待言。

故意看扁梁振英的真是大有人在，隨便舉個
例子：新一輪大學民意調查結果出籠，梁振英民
望提升了2.7%，某些 「慣性逢政府必反」的媒體
對這個數字題與文都隻字不提，只提林鄭月娥的
民意是其他司長之冠。作此強調也並非表示支持
新政府，只想藉此貶梁而已。原來聲聲叫囂 「新
聞自由」者，在他們眼裡， 「新聞自由」是另有
新解的： 「自由剝奪讀者的知情權」！

形勢對梁振英及其班子並非不利，相反
是反對派為他們創造了條件。道理在此：
做得好是叻仔叻女，做得不好與他們無
關。 「輔助架生不齊全，叫我哋點
做！」

逆境令新班子自強

宇文劍

【本報訊】立法會選舉九月舉行，今屆地方選
區一共有三百四十六萬六千一百七十五名選民，較
上屆二○○八年選舉增加了九萬四千多名選民。

二○一二年正式選民登記冊昨日發表，選舉事
務處發言人公布五個地方選區的選民分布，香港島
有606,676名選民，較上屆少二萬多名選民；九龍
西有437,967名選民，較上屆多二千多名選民；九
龍東有559,524名選民，較上屆多一萬八千多名選
民；新界西有987,330名選民，較上屆多四萬四千
多名選民；新界東有874,678名選民，較上屆多五
萬四千多名選民。

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除區議會（第二）
功能界別外）則載有約二十四萬一千名選民，較上
屆多一萬一千多名選民。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正式選民登記冊載有約三百二十二萬名選民。

發言人表示，選舉事務處在編制正式選民登記
冊時，更新了約三十萬名地方選區選民及約六千七
百名功能界別選民的記錄。

為提高選民登記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選舉事
務處早前要求選民確認記錄在去年正式選民登記冊
上的地址，最終，約二十一萬六千名選民沒有在限
期前提出申索或更新登記住址，因此他們的姓名和
住址不會載列在正式選民登記冊上。已登記選民可
致電選舉熱線（二八九一一○○一），查詢其登記
資料。

今屆地方選民逾346萬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民建聯立法會選
舉網站（http://www.election.dab.org.hk）昨日啟動
，市民可到網站瀏覽民建聯所有參選人的資料和政
綱。民建聯首條宣傳片《真誠為香港》同日啟播，
短片以小女孩的角度，展示在民建聯的推動下，政
府推行了多項民生政策，家庭生活因而得到改善。

網站內容包括：候選人簡介、中央政綱、選舉
廣告、投票需知、選舉電視台等。首頁有一張民建
聯候選人的集體照和一些最新地區造勢相片，相當
有氣勢。網站內還包括一些口號，例如 「真誠為香
港！」 「無懼風雨，服務市民我先行！」 「推動民
主，落實普選！」 「放下歧見、溝通合作！」 「建
立理性、包容的政治文化！」等。

民建聯今屆選舉的競選口號是 「真誠為香港」
，整體政綱題為《團結創新天》。民建聯在中央政
綱中指出，團結是一個社會克服困難、向前邁進的
基本條件。然而，過去多年，香港政治對立和紛爭
不斷，社會逐漸陷入分裂與內耗的困局，失去不少
解決問題、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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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指出，應對以上任何一項挑戰，都需要

社會最大的團結。該黨主張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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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選舉網站啟動

【本報訊】記者馮慧婷報道：今屆立法會選舉
功能界別報名十分踴躍，首日已有 16 人搶戰 10 個
界別，其中超級區議會議席已有四人報名。香港工
程師學會前會長盧偉國昨手持近百提名報名，他表
示，過去三十年社會服務經驗，使其深刻體會到工
程專業和地區民生息息相關，會積極聽取業界意見
，關注社會事務，凝聚力量，團結共贏。

盧偉國一直熱心社會事務，為多個官方機構、

專業學會和業界組織服務，現任城市規劃委員會委
員、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亦曾出任沙田
區議員多年，專業歷練和社會服務，遍及基建、規
劃、環境、房屋、科技、教育、社區等。盧偉國說
，希望運用工程專業與視野在不同範疇為社會作出
承擔。

盧偉國昨日中午到新政府總部報名，多名香港
工程師學會前會長、政府工程師、大學教授、資深

及年輕工程師代表等數十名業界 「猛人」到場支持
，包括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黃澤恩、資深專業工
程師梁廣灝等。

業界名人到場支持
盧偉國表示，過去一段時間，香港面對一系列

問題，包括經濟發展不前、貧富懸殊嚴重、競爭優
勢減弱、政治生態變化等，未來五年是變革的關鍵
時刻，期望自己可發揮工程動力，團結業界，服務
社會，積極參與政策的制訂。

「偉國承擔，您我共贏」，是盧偉國今次的選
舉口號。盧偉國介紹說，其競選政綱主要包括四方
面：監察特區政府施政；推動社會持續發展；保障
業界權益，提升工程師地位；以及推動政制發展。
他表示，會繼續聆聽工程師和社會的聲音，收集業
界意見，優化政綱，推動工程和社會發展。

盧偉國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提名梁振英，被問到
若進入議會，會否傾向支持政府時，他表示，提名
梁振英是認同其政綱中多項有關工程界的建議，至
於新一屆政府能否兌現承諾，則有待驗證，不論在
什麼崗位，都會以業界利益為重，以社會利益為重
，監察政府施政。

民建聯中委會昨日開會通過派出三名成員
，參加傳統功能界別選舉。主席譚耀宗昨日陪
同葉國謙、黃定光和何俊賢一同會見記者。譚
耀宗表示，希望全取三席，為民建聯增添立法
會議席。

自動當選有一定難度
競逐連任區議會（第一）界別的葉國謙表

示，現時民建聯一共有一百三十八位區議員，
他已得到十八個地區支部的黨團支持。問及有
否機會自動當選時，他說，現階段不敢說，因
為全港有四百多名直選區議員，自動當選有一
定難度，但暫時未聽到建制派有人會角逐區議
會的席位。爭取連任，是希望繼續得到一眾區
議員認同。

另一名競逐連任進出口界別的黃定光表示
，已得到十七個商會支持，暫時未聽到有人對
他參選有意見，暫未見其他人有意參選。問及
為何不在今屆交棒給接班人時，黃定光說，他
在○八年着力培訓新人，但因為從政要經過深
思熟慮，曾經想培養的新人通常正值事業當紮
之年，不容易吸引他們參政。

至於首次參選漁農界的何俊賢，外公是漁
民，父母近年已經 「上岸」，從事回收行業，
其他親戚仍然留守漁農業界，所以對業界有一
定的認識。何俊賢表示，去年年初獲邀加入民
建聯，在業界和黃容根推薦下決定參選。他坦
言自己沒有從政經驗，算是一名 「新丁」。他
表示過去曾參與政府的諮詢委員會，對議會和
政府的運作並非完全陌生。

有傳經濟動力成員陳美德有意參選漁農界
，並獲鄉事派全力支持，何俊賢表示，會做好
自己。他的政綱將主張 「求變、求新」，希望
以新思維重新規劃漁業界在香港的發展。問及
已取得多少人支持時，他透露，業界約有一百
六十個團體有投票權，已取得過半數支持，他
有信心能夠團結業界。

【本報訊】記者王欣報道：將擔任新一屆醫學
會會長的謝鴻興昨日下午報名，正式宣布角逐立法
會選舉醫學界功能界別議席。謝鴻興接受本報記者
訪問時表示，醫學界今屆最少三人競逐議席，競爭
激烈，而他的票源主要來自私家醫生，但參選後會
積極爭取公、私營醫療機構的支持。

謝鴻興昨天下午四點鐘到政府總部東座報名參
加立法會選舉醫學界功能界別，他得知兩名醫學界
「悍將」梁家騮和私家骨科醫生潘德鄰都有意競逐

該議席，謝鴻興坦言自己 「輸得起」，亦尊敬兩位
對手，但他既然參選，就會積極在公營、私營醫療
機構爭取支持， 「每一票對我來說都好重要！」

今年來醫學界訴求不斷升溫，謝鴻興表示，希
望通過立法會的平台向政府提出業界訴求，包括全
面檢討醫院管理局各個範疇的工作，包括服務、行
政、工作條件及標準工時。另外，謝鴻興亦關心雙
非問題，希望政府可以盡快解決。

參選新一屆立法會，謝鴻興表示，因為子女已
經長大，由以前的 「負擔」變成 「支柱」，對他的
工作會有更多支持，而他也可以少花費時間在家庭
，放多些時間在立法會，雖然擔任兒科專科醫生，
謝鴻興指，若競得議席，一定會以立法會的工作為
重中之重，為業界發聲。

醫學界謝鴻興報名參選

▲民建聯派出黃定光（右一）、葉國謙（左二）、何俊賢（左一）出選功能界別。右二為民建聯主席
譚耀宗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市民可到民建聯的立法會選舉網站，瀏覽民
建聯所有參選人的資料和政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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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則退下火線，由年僅三十二歲
的何俊賢首次披甲上陣；連同地
區直選和區議會（第二）功能界
別（ 「超級議席」 ），民建聯今
屆共派出五十六人參選，陣容鼎
盛。

本報記者 宋佩瑜

立法會選舉戰幔揭開，各黨派搶閘於首日提
名期前往報名，打頭炮以振聲威。分析今屆選情
，相信最矚目的非 「超級議席」莫屬，但其他地
區直選參選人也不甘示弱，兵分多路在各區舉行
造勢大會，到處旗海飄揚，選舉氣氛較早前區選
時更為熱鬧，街頭也開始聽見有候選人的團隊
「嗌咪」，可謂相當勤力。

今屆 「超級議席」選情十分激烈。除了民建
聯的劉江華、李慧琼和工聯會的陳婉嫻早上前往
報名外，一直盛傳有意出選超級議席的灣仔區議
員白韻琴，昨日一早亦帶同十七個區議員的提名
到民政事務總署低調報名，被傳媒撞個正着，隨
即吸引大群記者蜂擁上前追訪。

新民黨的葉劉淑儀和自由黨的劉健儀在報名
處狹路相逢，也成為傳媒焦點，兩個女人 「你一
句、我一句」，可謂老實不客氣，完全感受到港
島戰況相當激烈。

另一邊廂，反對派未報名已爆出內訌醜聞，
公民黨南區區議員司馬文一直想出選超級議席，
並因此放棄荷蘭國籍。不過，反對派初步協調只
派三隊戰超級，公民黨有意安排司馬文在港島區
名單排第三，但他表明不會接受，更不惜退黨以
獨立身份參選。目前公民黨高層仍在與司馬文談
判，最快周末前才有結果。

另外，提名期首日，不難發現各路候選人也
花盡心思，無論在宣傳橫額、單張、口號上都有
台灣 「總統」大選的影子，明顯有 「偷師」成分
，當中以民建聯的宣傳品最具心思，多名候選人
都拍下 「靚仔」、 「靚女」相片，印於宣傳海報
或旗幟上，以吸引市民的眼球。走在街頭，部分
候選人已經派出義工團隊落力 「嗌咪」和派發宣
傳單張。選戰開鑼，選民要開始考慮如何投下神
聖一票了。

街頭嗌咪掀宣傳戰

採訪手記 本報記者 辛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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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對派各黨派
昨日亦搶閘報名參選來屆立法會，早前在區選落
敗的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夥拍前立法會議員楊
森、南區區議員柴文瀚、中西區區議員鄭麗琼、
許智峯以及東區區議員梁淑楨組成團隊，昨日前
往報名。

公民黨的郭家麒和 「空降」的余若薇，昨日
則聯同數十名支持者到元朗報名出戰新界西。排
在名單上第二位的余若薇認為，要全取兩席難度
高，但聲稱有信心。郭家麒表示，落區時發現新
界西居民對他和余若薇不感陌生，他認為壓力主
要來自於體力能否足夠應付選舉工程。

較早前，民協的廖成利和十幾名支持者亦前
往報名，參選新界西。他聲稱能取得三萬票。前
立法會議員勞永樂也以獨立身份參選香港島，希
望取得這個選區的第七席。

勞永樂單仲偕分別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