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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競逐連任的資訊科技界立法
會議員譚偉豪昨日展開政綱網上互動，而昨
日互動的 「第一擊」是： 「推動本地科技優
先，為中小企創造商機」。

譚偉豪表示，他相信中小企對於推動本
地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一直具有非常重要
的角色和作用，所以，特區政府有責任制訂
相應政策，特別是推動 「本地科技優先」，
促進企業之間的相互合作，令公共政策和資
源可以適當向中小企傾斜，以營造更好的環
境，給中小企更好的發展商機。譚偉豪又表
示，昨日八號風球一解除，就馬上與競選團
隊成員進一步商討競選政綱，並決定在未來
數天，每整理好一項政綱內容，就在網上發
布，希望大家一齊參與討論。目前已報名參
與立法會資訊科技界選舉還包括莫乃光。

譚偉豪網上政綱增互動

EQ（葛珮帆暱稱）絕非
浪得虛名，雖然昨日的論壇一
度受到 「學民思潮」成員上前
衝擊及在旁叫囂，但這絲毫未
影響EQ的情緒和發揮，她始
終保持鎮定，坦然以對，當有
成員上前指着她來罵，她只報
以淡然一笑；當有成員上前與
她辯論，她則耐心地以理服人
，的確是EQ（情商）甚高。

EQ 與劉江華，師徒二人
，一唱一和，確保論壇內容緊
貼時事熱點，觀點到位。針對
近期再度引發熱議的國民教育
，劉江華指出，有人聲稱國民
教育是抹殺青少年的批判精神
，但試問， 「如果連基本知識
都無，所謂批判又從何說起
？」

關於近日的教材事件和
「洗腦說」，EQ 指出，引發

爭議的是一本教材的部分內容
，而實際上教師有自主權去選
擇不同教材和教學方式，學生
亦可透過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並結合不同的媒體和資料，得
出自己的結論，不存在洗腦。

有 「學民思潮」成員上前
與EQ爭論，認為推行國民教
育就是不 「民主」，又片面地

將民主解釋為 「少數服從多數」。EQ只是
笑着勸解對方，首先，的確有家長和學生贊
成推行國民教育，而民主就是要聽取不同聲
音；其次，民主絕非 「少數服從多數」這麼
簡單，少數人的利益亦應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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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參選 「超級議席」
的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昨日舉辦第三場 「香港要贏
」論壇，對話黨內出戰新界東直選的葛珮帆。兩人除
談論近日教育熱點，也探討理想的議會文化。葛珮帆
反對 「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希望將 「理性」聲音
帶入立法會。劉江華則呼籲社會 「放低爭拗」， 「聚
焦民生與經濟」議題。

葛珮帆推崇健康議會文化
兩人首先探討近日的連串教育熱點，葛珮帆強調

， 「香港要贏」，必須重視教育，但現時家長和教師
的處境十分艱難，因社會上 「壞榜樣」太多，拿近期
來說，打開電視或翻看報紙，映入眼簾的往往是議會

暴力和各種衝擊。她強調，民建聯主張推動
「家庭友善政策」，希望家長多花時間引導兒

童及青少年， 「多角度分析」及 「理性討論」
各種社會議題，以讓孩子們對時事有更全面和
清晰的了解。

此外，葛珮帆亦談及副學士銜接大學、副
學士就業及私立大學發展等議題，認為政府和

企業，應為青年人創造機會，助他們覓得更多出路，
因為青年是香港的未來。

談及本港現時的政治生態和議會文化，葛珮帆針
對某些政黨在立法會內外的爭吵，指出，要講自由和
民主等核心價值，起碼的便是互相尊重。她批評說，
「你嗌得大聲，非但不禮貌，亦不代表你有道理。」

她又強調，尊重言論自由，不僅是爭取自己發聲的權
力，亦應容許他人發表意見，以 「平和、包容」的態
度面對及解決問題。

葛珮帆續指，香港社會多年停滯不前，就是因為

一部分人 「為爭吵而爭吵」，立法會內亦往往 「議而
不決，決而不行」，對社會毫無裨益，她認為 「專業
、理性的議會才是香港社會所亟需」，故呼籲市民支
持民建聯所推崇的健康議會文化。

劉江華同樣指出， 「若社會繼續內耗，議會繼續
沉淪，香港只會輸」，呼籲社會重回正軌， 「香港才
會贏」。他強調，政治的作用並非分化社會，各政黨

議員應 「放低爭拗」，求同存異， 「聚焦民生和經濟
」，從實質上推動社會進步，他笑言，這正是民建聯
的秘訣。

另外，葛珮帆繼續宣傳自己政綱中的環保議題，
希望優化城門河環境及配套設施，建設烏溪沙為正規
泳灘等。（詳情見 http://www.election.dab.org.hk/?
menu=5&t=17）

「社會續內耗，香港只會輸」
劉江華籲棄爭拗聚焦民生

立法會在剛結束的立法會年度通過《2012 年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
法）（修訂）條例草案》，但卻撤回 「七天冷靜期」的立法建議。而電訊
管理局和香港通訊業聯會曾發出業界自願遵守的 「通訊服務合約的實務準
則」，其中包括 「合約冷靜期」的協議。然而，仍有電訊供應商，違背與
局方協議的守則，使用天花亂墜的推銷手段 「逼」市民迅速簽訂合約、通
過電話確認等步驟，可謂整個過程 「一氣呵成」。然而，大多數人不清楚
一旦開啟服務， 「冷靜期」便失效，市民只能無奈接受 「不平等條約」。

市民投訴墮電訊陷阱受騙
三名向工聯會求助的市民，昨日現身工聯會新界辦事處記者招待會大

吐苦水。來自天水圍的陳女士指，今年四月下旬一天晚上八點，她放工回
家，便有電視銷售員聲稱向其贈送免費電視頻道。陳女士果斷拒絕，但推
銷員不停推銷和利誘，表示可贈送 「家居電話、免費手機上網卡」等一連
串優惠。陳女士在對方誤導下 「矇查查」簽了合約，對方在當晚電話確認
陳女士的合約，之後十點鐘左右又派師傅成功替她安裝裝置。陳女士晚上
十一點感到被騙，遂打電話要求終止合約，但遭到拒絕。

之後陳女士不但沒能獲得贈送優惠服務，反被公司催交月費。陳女士
於是在第二個月取消轉帳的信用卡，單方面想要終止合約，但據她昨天所
指，從七月初開始，該電訊公司天天打電話來催交費用，令她精神緊張、
煩躁，甚至失眠。另外兩名市民羅女士和黃先生均不同程度地遇到電訊公
司的強勢推銷以及催交月費等行為，深感當局管制不力。

麥美娟分析，綜合所有個案可以看出，電訊供應商的一般手法就是將
推銷、電話確認上門安裝，在最短時間內完成， 「最好在兩個鐘內做完」
，很多消費者根本不知道有 「冷靜期」，也不知道如果簽訂合約以及安裝
裝置後，冷靜期便告失效。尤其是 「電話確認」一招，更是推銷員的 「尚
方寶劍」，一旦確認，消費者就 「難回頭」。

麥美娟認為，政府應再推出 「七天冷靜期」的法案，徹底保障消費者
。另外，當局應以計分制形式，記錄所有持牌電訊供應商之投訴數字和公
平營商情況，定期公布有關分數及相關處分，發揮黑名單的功效。另外，
制定 「七日冷靜期」的期限應包涵電訊服務開啟後的時期，及隨合約的副
本附帶一份即時終止合約的通知書。

已報名參選立法會選舉新界西議席的
工聯會新界辦事處主任麥美娟，昨日為多
名懷疑被電訊商欺騙的市民發聲。 「七天
冷靜期 」 立法建議未有納入剛通過的
《2012年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法）（修
訂）條例草案》，有不良電訊商鑽法律空
子，利用一系列 「威逼利誘」 的推銷手段

，令小市民一次過購買長期電訊服務後卻無法停止服務。
麥美娟呼籲新政府應再次提出 「七天冷靜期」 的法案，從
根源上保障消費者。 本報記者 王 欣

【本報訊】今屆立法會選舉，新界西
選區有多張名單勢出現 「大混戰」，麥美
娟昨日替市民伸張正義後，亦向記者吐苦
水指自己選情告急，她說自己在整個新界
西的整體知名度不高，對手個個強硬，能
爭取到新西的第九席就已經滿足。

麥美娟擔任區議員已有十多年，在葵
青地區工作穩打穩紮，民生工程做得相當
不錯。麥美娟指，選舉工程一展開，自己
就忙於擺街站、 「洗樓」，她說，工聯會
沒有太多資源做大型選舉工程，能做的只

有低頭做實事。
選情不樂觀，但麥美娟仍受到不少老

街坊的支持，她告訴記者，有婆婆日前曾
為她打氣： 「你好靚，我要投你票！」婆
婆不經意一說，卻令她好有壓力，唯有扎
實做好分內工作。

參選新界西的有民建聯譚耀宗團隊、
梁志祥團隊、陳恒鑌團隊，新民黨田北辰
團隊，民主黨李永達團隊，公民黨郭家麒
團隊，民主陣線麥業成，街工梁耀忠及民
協廖成利等。

低頭做實事 街坊婆婆力撐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由反對派
社民連分裂出來的人民力量，一直以激進見
稱，今屆更擺明車馬派出黃洋達於立法會選
舉中到九龍東狙擊社民連的陶君行。陶君行
昨不點名批評對方有幕後資金來源， 「門票
收入四、五十萬，但廣告就用一百萬，錢從
何來？」他又提到，部分沒有勝算的反對派
人士參選，是為了 「超級議席」拉票，揭示
有反對派為選票不擇手段非真心服務選民。

黃洋達早前舉辦 「棟篤笑」表演，受到
其 「支持者」歡迎，收入上亦有進帳，更決
定再下一城，空降九龍東，明言會針對陶君
行，而人民力量的 「教主」黃毓民更表明會
跨區支持。陶君行與傳媒聚會時不評論對手
會否影響選情，但就質疑其資金來源， 「門
票收入四、五十萬，但廣告都已經一百萬，
錢從何來？」他笑言，自己不及黃洋達 「搞
笑」，但認為政治並非表演。

該區除了黃洋達外，前公民黨成員譚香
文和民協許錦成，都對九龍東虎視眈眈。陶
君行透露，許錦成在五月底的一個遊行告訴
他，自己不會出選九龍東，但一個月後卻
「反口」。他形容，黃洋達、譚香文、許錦

成三人，根本是對手的後備軍。
九龍東的選情，陶君行表示，民主黨曾

向他展示民調，指民建聯陳鑑林和公民黨梁
家傑的支持度排名領先，民主黨的胡志偉排
在第三，而工聯會黃國健和獨立的謝偉俊則
排榜尾，民主黨提醒他若要爭取第五席，必
須加把勁。陶君行揚言，選戰中將重點狙擊
謝偉俊，今日下午二時半報名後，將會向謝
偉俊下戰書，邀請他作辯論。

陶君行公開質疑
黃洋達資金來源

【本報訊】記者馮慧婷報道：保險界立法會議員
陳健波昨日手握近七十個提名，正式報名爭取連任。
陳健波希望政府協助業界發掘商機，縮短人壽保險投
資相連產品的審批時間以及拓展人民幣保險業務。對
於選情，陳健波形容， 「一票都不能少」，未來兩個
月會繼續爭取業界支持。

獲陳智思等70人提名
陳健波昨日率先到政府總部報名，近七十個提名

中，有不少業界重量級人馬，包括亞洲金融集團和亞
洲保險有限公司總裁陳智思，以及中銀集團保險，還
有部分保險公司雖未參與提名，但亦表明支持陳健
波。

業界原本預料陳健波可以在無人挑戰的情況下尋
求連任，但近期則盛傳其上屆對手中銀人壽的蔡中虎
以及香港汽車保險局總經理秦鈺池均正考慮出選，令
選情出現變數。

上屆選舉中，陳健波以六十票當選，僅較蔡中虎

多八票，兩人競爭激烈，但蔡中虎所屬的中銀人壽，
其實與中銀集團保險同屬中銀保險，既然中銀集團保
險已提名了陳健波，是否意味蔡中虎出選機會較微，
則仍屬未知之數。

陳健波說，自己是 「一票都不能少」，不論有沒
有對手，都不會鬆懈，要繼續拜訪各保險公司，聆聽
業界意見，爭取支持。

政綱方面，陳健波關注政府在金融風暴後加強對
保險業的監管，但就缺乏支援措施協助業界拓展商機
，CEPA下有關保險業的措施進展緩慢，保險界要進
入內地市場的門檻居高不下，此外，人壽保險的投資
相連產品，經證監會和保監會審批時間約需六至九個
月，令不少企業對香港市場卻步。陳健波表示，希望
能重返議會，為業界爭取更好的營商環境，亦希望下
一屆的議會可以減少政治爭拗，聚焦討論民生、經濟
議題。

此外，選舉事務處今日再接獲五份提名表，包括
在九龍東及新界西各有一份提名，以及功能界別有三
人報名。提名期於本月三十一日結束，至今累積收到
七十四份提名。

陳健波爭連任 拓保險商機

◀陳健波昨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

◀劉江華昨
舉行第三場
「香港要贏
」 論壇，對
話葛珮帆。
左起：董健
莉、劉江華
、葛珮帆、
黃冰芬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麥美娟（左二）與三位受騙市民一齊召開記者會，揭露電訊商的不良銷售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