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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洛謊稱教授呃選民

王桂壎無懼抹黑迎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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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選舉，反對派的固定招式便是
竭力抹黑對手，今屆立法會功能組別選
情緊張，反對派候選人又故伎重施。建
制派功能組別候選人近日四處奔走，積
極與業界人士會面，介紹自身的政綱，
傾聽大家的訴求，以真材實料爭取選民
支持。但一眾反對派功能組別昨日舉行
記者會，竟然花大量時間抹黑對手，業
界關注的政綱卻輕描淡寫，實在令人失
望。

昨日，反對派的資訊科技界候選人
莫乃光，工程界候選人黎廣德，會計界
候選人梁繼昌，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
界候選人吳永輝，以及金融服務界候選
人甄文星一同舉行記者會，以公共專業
聯盟的名義，打出介紹政綱的幌子邀請
傳媒採訪。但五名候選人只是簡短提過
政綱後，立刻切入 「正題」，原來他們
是想炒熱某亂港傳媒一則未經調查，並
經大肆演繹的報道，藉以抹黑建制派對
手，企圖混淆視聽，影響選情。

該則報道聲稱，政協聯誼會近日向
會員發信要求更新個人資料，原本要求
會員更新個人資料在任何會員制的團體
組織中都屬常規做法，但幾位反對派候
選人竟然大做文章，一一列出有政協背
景的對手，被點名的包括同樣參選資訊
科技界的譚偉豪、出選工程界的盧偉國
、出選會計界的林智遠，以及參選建築
、測量及都市規劃界的謝偉銓。反對派
更上綱上線地形容是次選舉是 「政協與
公共專業聯盟的競爭」，簡直胡說八道！

有關說法的荒謬之處在於，被點名
批評的建制派候選人並非以政協身份參
選，既是參選功能組別，當然以專業、
政綱、能力比拼，反對派的偏激和片面
之詞，根本反映他們信心不足，唯有四
處妖言惑眾，聲稱建制派不能代表香港

利益云云。反觀其陣營中公民黨的黎廣德，在港
珠澳大橋環評官司中被各界狠批出賣港人，誰
「不能代表香港利益」，不言而喻。

反對派大言不慚，將維護香港核心價值據為
己有，好像只有支持公共專業聯盟才能維護香港
核心價值，除了將自己的狹隘思想表露無遺之外
，亦讓他們明爭選票的抹黑策略變得赤裸裸。

工程界候選人還包括陸宏廣、何鍾泰；會
計界候選人還包括黃宏泰、陳普芬；建築
、測量及都市規劃界候選人還包括劉
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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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今屆立法會選
舉功能組別議席競爭激烈，當中建築、測量及都
市規劃界有三人競爭，測量師謝偉銓將挑戰競逐
連任的劉秀成。謝偉銓（右圖）於電台節目中表
示，過往政府制定政策時，未有讓業界人士參與
決策，令政策忽視了實際情況，他希望把專業意
見和實戰經驗帶入立法會。

今屆立法會選舉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共
有三人參選，包括謝偉銓、建築師劉秀成及反對
派民主黨吳永輝。謝偉銓在年初的行政長官選舉
中曾提名梁振英參選，他在節目中被問到是否梁
營中人時表示，參選立法會是要不偏不倚地代表
業界， 「（進入議會）是去議事論政，我過去從
事政府（工作）十多年，亦在私人機構做事十多
年，對業界有深入了解，希望把累積的專業和實
戰經驗帶入立法會。」

謝偉銓承諾，若當選除了會定期聯絡工會、
商會和學會外，在決定重大政策投票取向前必定
會諮詢業界。對於過去政府政策上的不足，謝偉
銓認為，主因是業界未能參與決策，例如在古物
古蹟諮詢委員會中沒有測量師的參選，而屋宇署
、地政署等，都不是由專業人出掌領軍。他表示
，房屋土地政策影響香港經濟和民生，立法會更
需要有了解業界和有實戰經驗的人，令政策更符
合實際情況，他提出在土地房屋問題上要有短、
中、長期的做法，不能因為困難而坐視不理。

至於尋求連任的劉秀成就表示，他以 「團結
專業、服務社群」為政綱，過往每個月都會約見
學會成員，亦有邀約局長或署長等出席研討會。
他又說，自己一直擔任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
席，過往提出過有關長者房屋的建議。他希望新
一屆政府可就興建居屋加快審批程序。另外，二
人都希望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可盡快就其妻子公司
持有劏房物業的事件向公眾作出解釋。

謝偉銓倡早定房屋政策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七名 「超級
議席」候選人昨日再次齊齊出席電台論壇，就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及其家人的物業投資活動、
政府管治、國民教育等問題展開激烈辯論。民
建聯的劉江華（圖）批評，民主黨的何俊仁對
陳茂波的事件窮追猛打，但對自己漏報利益一
事就前言不對後語，明顯持雙重標準。

節目剛開始，主持人要求七名候選人就陳
茂波及其家人的物業投資活動所引起公眾的疑
慮作出表態。民主黨的涂謹申、民協的馮檢基

等反對派候選人，均認為陳茂波要辭職下台。
民建聯的李慧琼認為，雖然陳茂波的回應給人
不坦白的感覺，但有必要先全面交代事件，讓公
眾作出判斷，執法部門也會依法辦事；而民建聯
的劉江華則認為，陳茂波早前的言論與其聲明
有前後矛盾之嫌，需要盡早向公眾交代，政府
亦應考慮事件對管治威信、市民信心的影響。

對於反對派嘩眾取寵、政治口號式要求問
責官員下台的做法，劉江華在相互質詢的環節
，批評何俊仁對於早前其公司涉嫌漏報利益一

事，諸多遮掩，未有全面交代。何俊仁辯稱，
自己漏報利益是 「技術問題」，當中無涉及利
益衝突，但劉江華指出，何俊仁所謂的 「技術
問題」，是雙重標準，一方面對自己前言不對
後語的行為加以掩飾，另一方面又刻意放大別
人的疏忽，做法不公道。兩人的爭論最後因質
詢限時而終止。

超級議席的候選人包括：劉江華、李慧琼
名單、陳婉嫻名單、白韻琹、何俊仁名單、涂
謹申名單、馮檢基名單。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IT 界一向以
無限創意為主打，作為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候選人
的譚偉豪亦不例外。譚偉豪於八月四日聯同競選
團隊舉行 「競選團隊動員聚會」，一眾支持者除
總括和肯定譚偉豪的工作成果外，更搞搞新意思
，透過生動活潑的漫畫，以不同的運動造型，配
合 IT 人向前衝的競選主題，鼓勵譚偉豪繼續為
業界發聲。

「競選團隊動員聚會」有近二百名業界人士
參加，他們總括和肯定了譚偉豪的五大工作成果
，包括：促進就業環境持續改善，帶動 IT 人升
職加薪；爭取政府確立 IT 產業定位，促使成立
科技局；督促政府增撥資源，落實官產學研，推
動科技創新；推動香港發展成為數據中心樞紐；
以及捍衛網上言論自由，推動政府進一步開放資
訊。

業界除發言支持和鼓勵譚偉豪外，並即席透
過漫畫寫生，以不同的運動造型，配合 IT 人團
結向前衝的競選主題，鼓勵譚偉豪繼續代表業界
，在議會內發聲。而競選團隊以金鑰匙，象徵業
界朋友繼續團結，齊心推動IT向前衝，讓IT成
為新經濟話事人。

最後，競選團隊聯同所有參與的業界朋友，
共同唱出由專業團體兩名現任會長李煥明作曲、
洪為民填詞的歌曲 「創意建未來」，藉此團結和
凝聚IT人力量，齊心唱好IT。

譚偉豪獲IT界肯定貢獻

根據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
的網站資料顯示，陳家洛的職位只是 Associate
Professor，即副教授，但有心水清的市民發現，公
民黨近期大肆派發、遍布市區的宣傳資料上，陳家
洛將自己講成 「陳家洛教授」。該心水清市民質疑
，陳家洛此舉，是為選舉自我抬高身價、蓄意欺騙
市民，擔心有選民會因宣傳單張上的資料被誤導。

教授與副教授雖然一字之差，但在學界的地位
、甚至薪酬待遇等都有很大差別。據學界人士透露
，副教授月薪一般為五至七萬元，而教授月薪則可
達八至十萬，且院校對副教授、教授的遴選、升遷
有固定的學術評選機制，需要考慮當事人學術論文
質素、學術影響力、對社會的服務等多方面因素，
過程十分嚴謹，絕不兒戲。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持續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
功指出，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會將教授、副
教授統稱為教授，以示尊敬，但作為立法會候選人

，寫在宣傳單張上的信息必須十分準確，避免招惹
質疑，且在激烈的選舉中，宣傳單張上微小的字眼
，都可能對選舉結果產生深遠的影響，必須十分注
意。

學者指或違反選舉條例
宋立功認為，身為副教授的陳家洛，在宣傳單

張描述自己是 「陳家洛教授」，若被證明是虛報職
稱，可能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中
虛假或誤導性陳述，亦有誤導選民之嫌，應及早更
正。

本報記者昨晚多次致電陳家洛查詢，但至午夜
截稿時，對方始終未有回覆。

香港島的候選人包括：曾鈺成、鍾樹根名單、
王國興名單、葉劉淑儀名單、劉健儀名單、單仲偕
名單、陳家洛名單、何秀蘭名單、劉嘉鴻名單、許
清安、勞永樂、吳文遠、吳榮春、何家泰。

【本報訊】記者宋佩瑜報道：今屆立法會法
律界選情激烈，前香港律師會會長王桂壎接受專
訪時形容選情艱巨，因為不少法律界選民傾向支
持傳統反對派候選人，加上近日遭到個別媒體和
反對派的大肆抹黑，或多或少影響選情。不過，
他強調，民主並非反對派的專利，基於為業界發
聲的決心，他會努力捍衛香港的法治精神，有信
心港人引以為傲的獨立司法制度，絕對不會移動
方寸。

走進王桂壎二百多呎的競選辦公室，沒有政
黨鋪天蓋地的宣傳旗幟，只有王桂壎太太和幾位
年輕人，為他處理日常競選工作。王桂壎坦言，
擔任律師會會長前，完全沒有想過參選立法會，
直至今年五、六月，有一批年輕的業界選委鼓勵
他，他才四出打探究竟行內有多少人支持自己，
結果出奇的反應不錯，取得了不少提名，令他有
勇氣參選。

為業界不怕走入熱廚房
王桂壎解釋： 「歷屆都係 『泛民』贏呢個位

，但外面有人評價我為現在最有實力、最似樣，
可以挑戰對方的人選，所以我唔想對唔住自己。
」問及決定走進這個 「熱廚房」，會否被近年的
議會文化嚇怕？他形容，現在議會予人胡鬧、吵
鬧和不健康的感覺，但相比起台灣，香港已經算
溫和，未有出現議員打架的情況。

身為法律界代表，王桂壎斬釘截鐵的說，立
法會議員應該將全港市民利益放在首位，當然也
要聆聽業界的意見，不應只是跟隨自己的政黨或
利益團體的立場走，應該為業界和市民的長遠利
益着想。

問及近日被某報章和反對派抹黑，會否影響
選情時，王桂壎無奈地表示，感謝他們的 「厚愛
」，但反對派只是出於 「點指兵兵」邏輯，他們
的思維是該位候選人不是 「泛民」便是 「保皇」
，沒有中間獨立人士： 「但我的競選口號第一句
就係 『為民主企硬』，我唔會開空頭支票，如果
我當選的話，艱巨的工作才開始，人哋會用顯微
鏡監察你喺議會的表現。」

談及釋法或修法的立場時，王桂壎表示，任
何釋法都會衝擊香港的司法制度，應盡量避免，
因為任何釋法或修改基本法都是大動作，必定引
起很多爭議。在 「雙非」問題上，他認為，政府
可以透過入境條例做功夫，前提是不能抵觸莊豐
源案的判決原則。

至於未來的工作計劃，王桂壎侃侃而談，指
出競爭法通過後，絕對可以為業界創造很多就業
機會，但他坦言行內不少律師其實不太熟悉這一
條例。日後競委會掌管調查、監察和起訴權，必
須受立法會監察。他又舉例說，法改會建議分階
段引入集體訴訟機制，日後議會需要有經驗的律
師做好把關工作。

另外，問及前海作為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可為業界帶來什麼機遇？王桂壎說，在他擔任
律師會會長時，已積極探討能為業界爭取什麼？
他希望內地當局容許香港執業律師，在前海地區
與內地律師行合夥律師樓，並容許香港律師以普
通法在前海處理商業官司。如果成功爭取的話，
他相信本港律師行業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另一位法律界候選人為公民黨的郭榮鏗。

劉江華批何俊仁雙重標準

決心捍衛港法治精神

陳家洛為選舉自抬身價、虛報學術資格。有從事教育工
作多年的市民踢爆，公民黨港島區候選人陳家洛在宣傳單張
上自稱 「陳家洛教授」 ，但查閱浸會大學網站，陳家洛的職
位應為Associate Professor，即副教授。學者指，候選人
寫在宣傳單張上的字眼應十分準確，否則有違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中涉及的虛假或誤導性陳述之
嫌。本報致電陳家洛查詢，但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本報記者 戴正言

建制派直選議席不樂觀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距離立法會選舉投票餘

下約一個月，選情漸趨明朗，兩間電視台均委託港大民意
研究計劃調查各區選情，在 「超級議席」方面，建制派和
反對派各佔兩席，第五席將是民建聯李慧琼和民協馮檢基
之爭。不過，兩個調查都指出，雖然新增的直選議席多落
入建制派手中，但整體直選議席仍以反對派為大多數，建
制派情況不妙。

有線電線和 now 新聞台委託港大所做的民調中，由
超級議席至各區參選人得票排名基本上都一致，而 now
新聞台調查參選人的得票率普遍較高。綜合兩個調查，
「超級議席」工聯會票后陳婉嫻將成為冠軍，得票百分之

十八至二十六，而緊隨其後的則為反對派民主黨何俊仁、
涂謹申，第四為民建聯的劉江華。民建聯的李慧琼和民協
馮檢基支持度相當接近，李慧琼的選情嚴峻。至於獨立的
白韻琹則敬陪榜末。

李慧琼昨出席一個記者會後表示，民建聯在九龍和香
港島的基本盤只有十萬，距離二十萬的保險線有一段距離
，選情十分嚴峻，尤其自己年資較淺，因此，她會積極爭
取中間游離票。她又說，今次以 「超越」為選舉口號，是
不希望反對派繼續製造矛盾對立，希望進入議會後重建政
治文化和議會的風氣，建構民主公道社會。

至於另外五區，建制派的選情不算太理想，新民黨葉
劉淑儀排名第一，之後為民主黨單仲偕、民建聯曾鈺成、
公民黨陳家洛，四人都有雙位數的支持率，排在後面的為
工黨何秀蘭、人民力量劉嘉鴻和工聯會王國興。不過按議
席計算，自由黨劉健儀剛好未能入局，而民建聯另一參選
人鍾樹根更只得百分之三的支持率。香港島參選名單還包
括許清安、勞永樂、吳文遠、吳榮春、何家泰。

不過，最混亂的新界西可能令民建聯 「傷亡慘重」，
因為排第一的該黨主席譚耀宗，兩個調查都指其支持度約
為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一，是全港唯一一張可取得兩席的名
單，換另一角度，同為民建聯的陳恒鑌和梁志祥，支持度
只有百分之一至二。而排第二的為公民黨郭家麒，之後順
序的為街工梁耀忠、人民力量陳偉業、工聯會麥美娟、工
黨李卓人、新民黨田北辰、民主黨李永達。新界西參選名
單還包括陳強、何君堯、陳樹英、曾健成、麥業成及陳一
華。

有十九張參選名單的新界東，反對派形勢較好，頭三
位為公民黨湯家驊、社民連梁國雄和民建聯的陳克勤，其
後為自由黨田北俊、民主黨劉慧卿和工黨張超雄。民建聯
的葛珮帆有望為民建聯保住第二席，而民主黨黃成智和工
聯會葉偉明分列第八和第九，龐愛蘭剛好排第十。新界東
參選名單還包括邱榮光、蔡耀昌、陳志全、范國威名單、
何民傑、梁安琪、方國珊、陳國強、龐一鳴。

▲王桂壎獲太太吳美霞大力支持參加立會選
舉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 ▼陳家洛（圓圖）在宣
傳單張上自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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