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
會 「超級議席」候選人民建聯副主席劉
江華，昨日夥拍新界西民建聯候選人梁
志祥到訪元朗八鄉，向村民拉票。身兼
鄉議局副主席的張學明亦有現身撐場，
並強調民建聯和鄉議局不存在任何不協
調或不和，呼籲元朗區的選民、鄉議局
和鄉事派全力支持兩人出選立法會，以
壯大民建聯、鄉議局在議會的力量。

劉江華、梁志祥昨日專程探訪八鄉
鄉事委員會、八鄉上村村公所、上村蓮
花地和橫台山村村公所。二人聯同今屆
退下火線的民建聯張學明、身兼梁志祥
助選團隊成員的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曾
憲強，一同探望八鄉各村的鄉村父老。
劉江華向各位鄉親解釋今屆立法會選舉
「一人兩票」的投票方法，並表示關注

新界區整體發展規劃。他又承諾，若二
人當選立法會，會合力爭取更多政策，

配合元朗區和鄉郊的迅速發展。
本身是元朗八鄉原居民的梁志祥呼

籲八鄉鄉民齊心協力，應對元朗區面對
迅速發展帶來的各種不同問題，包括港
珠澳大橋等大型工程。

張學明力薦二人
雖然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未有露面撐

任何候選人，但張學明就特意向村民推
薦劉江華和梁志祥，呼籲元朗區的選民
、鄉議局和鄉事派全力支持兩人出選立
法會，壯大民建聯、鄉議局的力量，在新
一屆立法會內結合力量，成立專責小組
專注於解決新界區的發展和鄉郊事務。

對於坊間種種有關今次立法會選舉
的傳聞，張學明強調，根本不存在民建
聯與鄉議局之間出現任何尷尬、不協調
、不和的問題。他說，事實上，大家為
了爭取建制派更多議席，同意派出更多
、更年輕、更強和更有能力的人出選。
張學明指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前日更簽署
支持同意書，公開支持劉江華和梁志祥
的參選。

【本報訊】立法會選舉功能界別漁農界候選
人，民建聯何俊賢和報稱獨立的陳美德，昨日出
席香港電台節目，討論漁農業未來發展。何俊賢
認為，政府現時的土地政策偏重環保，希望能重
新定位及重視漁農業。陳美德認為，香港可參照
馬爾代夫和台灣，將漁農業與旅遊相結合，或種
植高質素農產品。

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漁農界共有一百五十
九個登記選民，該界別候選人包括漁民子弟何俊
賢及土生土長的漁民陳美德，兩人昨日出席電台
節目，討論政府現時土地政策對漁農業的影響及
漁農業的未來發展。

目前，政府積極發展新界東北為新市鎮，希
望統一收地再規劃，地產商則堅持不斷收地逼迫
政府改變原有計劃，以賺取最大利益。在諮詢過
程中，不少保育人士表示反對收地，另有報章社
評指出，收地背後牽涉千絲萬縷土地利益。

就如何平衡保育和土地發展，何俊賢認為，
政府的土地政策應兼顧當地農戶利益，他以養雞
戶為例，稱政府收地時，很多養雞戶找不到地方
搬，認為政府應進一步研究政策。他又指出，農
戶未必了解政府收地計劃，促當局清晰界定收地
範圍。他表示，只要政府在發展土地方面能夠保
障漁農界利益，業內人士應會配合。

堆填區發展新興耕作
何俊賢建議，政府開發荒廢土地，或研究利

用堆填區，發展新興耕作、生態莊園和農業教育
，使得香港市民了解漁農界。他指出，政府的土
地政策偏向環保，希望當局重新定位漁農業，給
予業界足夠重視。

陳美德則指出，由於政府不斷填海，發展房
地產，漁農業受到影響，從業者不斷減少。他以
科學園為例，認為已佔用的土地，究竟帶來多少

經濟效益，政府應反思，並應顧及對漁農業的影響。
陳美德希望發展香港為馬爾代夫，他指，如西貢有海灘

，水域有珊瑚，希望政府放寬政策，將漁農業與旅遊業結合
。他又認為，本地亦可參照台灣，發展高質素農產品。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有傳在新
界西兵分三路的民建聯在該區選情告急，需
要放棄候選人陳恒鑌。帶領其中一支團隊出
戰新界西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公開澄清，
現時未有作 「棄保」的打算，反認為另外兩
支團隊陳恒鑌和梁志祥的支持度漸升，而今
屆議席和參選隊伍數目增加，若取得三萬票
將可在新界西取得一席，民建聯仍以三席為
目標。

繼續力爭三席
民調中支持度高企的譚耀宗與陳恒鑌到

荃灣宣傳，譚耀宗澄清，民建聯沒有 「棄保
」的打算，無論如何都會全力爭取選民支持
， 「因為新界西幅員廣闊，人口眾多，我們
希望把服務做得深入點，如果三位都能夠入
去，肯定所做的工作一定較以前深入，更細
膩、更好。」他認為，雖然梁志祥和陳恒鑌
在民調中落後，但近來有上升的趨勢，未來
會努力宣傳。

譚耀宗解釋，民建聯上屆立法會選舉於

新界西取多九萬多票，但只取得兩個議席，
若果分票成功，有條件取得三席，而今年議
席和參選隊伍都增加，要取得議席所需的票
數會減少。按新界西九個議席計算，取得百
分之十一的選票便肯定進入議會，而上屆取
得尾席的陳偉業只得三萬二千票，因此譚耀
宗預計，今年或可以三萬票便能贏取一席，
而陳恒鑌有機會於荃灣、葵青、東涌等地區
取得三萬票。

陳恒鑌就說，會盡力爭取每個選民的支
持，他的支持者來自不同層面，部分人希望
年輕一代進入議會，改善議會質素，現時對
選舉有信心。他又說，會以爭取第九席作為
目標，相信在電視辯論播出後，會改變選民
對候選人的看法，而民調只可作為參考，他
未來會作更多有噱頭的宣傳，增加全港的知
名度。

新界西候選名單包括：梁志祥、麥美娟
、田北辰、陳強、何君堯、李永達、陳樹英
、郭家麒、陳偉業、李卓人、梁耀忠、曾健
成、麥業成及陳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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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年立法會選舉將於九月九日舉行，香港研究協會的最新調查顯
示，在眾所矚目的 「超級議席」 選舉中，民主黨何俊仁名單、民建聯李慧琼
名單及工聯會陳婉嫻名單皆有較大機會取得議席；餘下兩席將有可能由民主
黨涂謹申名單、民建聯劉江華名單及民協馮檢基名單爭奪，當中以涂謹申和
劉江華兩張名單取得一席的機會相對較大。

本報記者 戴正言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今年立法
會選舉新界東和新界西的參選名單增加，候
選人要突圍都要花盡心思，而新界西候選人
譚耀宗和陳恒鑌昨化身廚師，在荃灣開設
「民記小廚」第三分店，並推出 「三席入局

湯」，寓意民建聯三張名單順利入議會。
「民記」總廚譚耀宗更送了一個「票似雲來」

的牌匾予陳恒鑌，笑稱民記出品必有保證。
二人的打扮一絲不苟，穿上圍裙並戴上

廚師帽，為 「民記小廚」第三分店，即民建
聯在新界西的第三張名單造勢。譚耀宗讚陳
恒鑌是年輕、專業和有經驗的師傅，分店在

他的打理下一定有更好的服務。
陳恒鑌就即場介紹新店的菜單，包括

「住屋雙苑（丸）」、 「路路三通（菜）」
、 「青年四業（葉）」，提出房屋、交通和
青年政綱。他又即場試煲 「三席入局湯」，
先後放入服務地區十多年的 「汗水（水）」
、市民支持的 「力撐（藥材）」、議員要為
民走動的 「鐵腳（雞腳）」、勇往直前的
「鐵膽（羅漢果）」、不欺騙選民的 「事實

（藥材）」和用作闢謠的薑，再用 「鐵票
（扇）」去扇火。陳恒鑌說，希望市民喝後
會順氣，議會內的污煙瘴氣亦全消。

譚耀宗澄清新西不存棄保

劉江華梁志祥訪八鄉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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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首重候選人民生政綱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近期反對派在電視辯論中

都大肆質問對手政治議題，但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的調查
顯示，受訪近一千八百名市民中，多數人首重立法會選舉候
選人的民生政綱，其他順序為經濟政綱、政治訴求、議會資
歷、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及一般知名度。調查機構指出，若以
絕對重視程度而言，選民對候選人的民生政綱和政治訴求的
重視程度增加，相反與中央的關係及議會資歷的重視則下降
，反映過去四年政治生態的改變，以及 「超級議席」的出現
所帶來的影響。

【本報訊】香港研究協會的最新調查顯示
，就即將舉行的 2012 年立法會選舉，選民投
票意欲維持較高水平，推算今屆立法會選舉的
投票率約有五成二至五成半。

調查顯示選民的投票意欲較上次調查稍為
退卻，但仍維持較高水平。合共逾七成六受訪
選民表示 「一定會」及 「多數會」於今屆立法
會選舉中投票，較上次調查跌近一成；表示
「多數不會」及 「一定不會」的合共佔近一成

七，較上次升一成一；而表示 「未決定」的則
佔百分之五，較上次跌約百分之一。根據該會
過往進行立法會選舉前調查的經驗，調查所得

的投票意欲約有六成八至七成三會轉化為實際
投票率，香港研究協會推算今屆立法會選舉的
投票率約有五成二至五成半。

至於受訪選民會在何時決定其投票取向，
最 多 受 訪 選 民 對 此 表 示 是 「投 票 當 日 」
（32.4%），較上次調查升約百分之三；其次
是 「投票日前一星期內」（26.5%），較上次
跌近百分之九；再次是 「投票日前兩星期前」
（19.4%），較上次升約百分之二；而表示是
「投票日前兩星期內」則佔近百分之五，比例

與上次相若；反映投票前一星期是候選團隊爭
取選民支持的黃金期。

民記小廚三席入局湯

民調指三名單支持度相近

香港研究協會於八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展開全港性
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了逾二千二百名選民，以
跟進他們對立法會選舉的意見。

「超級議席」選舉方面，調查顯示，支持度排前三
位的名單分別為：何俊仁名單（15.7%）、李慧琼名單
（14.6%）及陳婉嫻名單（13.8%），三張名單皆有較大
機會取得議席；其餘四張候選名單的支持度則十分接近
，其中，涂謹申名單的支持率為 8.3%，劉江華名單有
6.5%，馮檢基名單為 5.6%，獨立參選的白韻琹亦有
4.2%的支持率。

各區同陷混戰
地區直選方面，今次選舉有七個議席的香港島有十

四張名單競逐，選情尤為激烈。調查顯示，民建聯曾鈺
成名單支持度最高，達14.7%，有很大機會取得一席；
而支持度排第二至第五的公民黨陳家洛及陳淑莊名單
（12.8%）、新民黨葉劉淑儀名單（9.5%）、工聯會王
國興名單（9.3%）、工黨何秀蘭名單（8.7%）皆有較大
機會取得一席。餘下兩席的爭奪陷入混戰，當中以民主
黨單仲偕名單（6.2%）及人民力量劉嘉鴻名單（4.1%）
取得一席的機會相對較大。而該區未決定投票意向的選
民佔近二成五。香港島的候選人還包括：自由黨劉健儀
名單、民建聯鍾樹根名單、勞永樂、許清安、社民連吳
文遠、吳榮春和何家泰。

九龍東的五席有九張名單爭奪，公民黨梁家傑名單
及民建聯陳鑑林名單分別有 17.9%和 14.1%的支持率，
皆有較大機會取得一席。餘下三席將有可能由支持度排
第三至七位的五隊爭奪，包括：謝偉俊名單（9.9%）、
民主黨胡志偉名單（9.3%）、工聯會黃國健名單（7.1%
）、人民力量黃洋達名單（5.2%）及社民連陶君行名單
（4.0%），當中以謝偉俊名單、胡志偉名單和黃國健名
單取得一席的機會相對較大。調查顯示，該區有三成選
民未決定投票意向。參加九龍東選舉的還包括：譚香文
和嚴鳳至。

九龍西五席方面，九個候選人中，人民力量黃毓民
名單（17.5%）、梁美芬名單（16.0%）、民建聯蔣麗芸

名單（11.1%）、公民黨毛孟靜名單（9.6%）皆有較大
機會取得一席；餘下一席以民主黨黃碧雲及張文光名單
（3.5%）取得一席的機會相對較大。九龍西未決定投票
意向的選民佔三成七。該區的候選人還有：民協譚國僑
名單、黃逸旭和黃以謙。

至於新界東的九席則共有十九隊競逐，為五區之冠
。支持度排前三位的名單：民建聯陳克勤名單（11.1%
）有很大機會取得一席，而自由黨田北俊名單（10.0%
）及社民連梁國雄名單（8.4%）皆有較大機會取得一席
。餘下六席以民主黨劉慧卿名單（5.5%）、民建聯葛珮
帆名單（4.5%）、龐愛蘭名單（4.1%）、工聯會葉偉明
名單（3.8%）、人民力量陳志全名單（3.8%）及公民黨
湯家驊名單（3.6%）取得議席的機會相對較大。該區未
決定投票意向的選民就有三成一。新界東的候選人還包
括：經濟動力邱榮光名單、民主黨黃成智名單及蔡耀昌
名單、工黨張超雄名單、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名單、何民
傑名單、梁安琪、方國珊、陳國強及龐一鳴。

新界西九席有十六隊競逐。民建聯譚耀宗名單支持
率達17.6%，有很大機會取得一席，而公民黨郭家麒及
余若薇名單（9.7%）、新民黨田北辰名單（8.9%）及人
民力量陳偉業名單（8.2%）皆有較大機會取得一席。餘
下五席以譚耀宗名單第二位的龍瑞卿、民主黨李永達名
單（6.2%）、工黨李卓人名單（5.8%）、街工梁耀忠名
單（3.1%）及民建聯梁志祥名單（3.0%）取得一席的機
會相對較大。未決定投票意向的新界西選民佔二成八。
該區候選人還包括：民建聯陳恒鑌名單、工聯會麥美娟
名單、陳強名單、何君堯、民主黨陳樹英名單、社民連
曾健成、麥業成及陳一華。

籲開拓新票源
結果亦顯示，五個地方選區及 「超級議席」分別有

約兩成半至三成二的選民暫時未有明確的投票意向，香
港研究協會負責人呼籲各位參選團隊，繼續努力，把握
餘下兩星期多的競選期，積極向選民推介參選政綱，展
示其工作能力及服務市民的決心，開拓新票源，爭取更
多市民，尤其是暫時未有投票意向選民的支持。

投票意欲維持較高水平

▲調查顯示
，在 「超級
議席」 選舉
中，李慧琼
（右）頗大
機會取得議
席。旁為劉
江華

資料圖片

▲劉江華與梁志祥元朗八鄉橫台山村公所前與鄉村父老大合照

▲譚耀宗（右）和陳恒鑌（左）昨化身廚師，在荃灣開設
「民記小廚」 第三分店，並推出 「三席入局湯」 ，寓意民
建聯三張名單順利入議會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港台訪問漁農界候選人何俊賢（左）及陳美德（右）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