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志祥選情告急
民建聯變招冀奪新西三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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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進入
倒數階段，建設力量
告急！民建聯首次在
新界西分拆三隊人馬
參選，首次排頭位的

其中兩支隊伍——梁志祥、陳恒鑌雙
雙選情告急。梁志祥希望力爭元朗、
天水圍及離島地區的選民支持；陳恒
鑌則力爭葵青、荃灣、東涌及長洲地
區的選民支持。梁志祥接受專訪時承
諾，若成功當選，一定會為民生做實
事。他擔心若日後連民生議題都政治
化，對社區發展毫無幫助，對香港亦
無好處。

本報記者 汪澄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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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作為 「土生土長的元朗人、
天水圍的開荒牛」，梁志祥認為，政府可在
新界推動高增值產業，吸引中產到該區工作
及定居，改變區內以基層或原居民為主的居
民結構，相信有助提升社區的醫療、教育
等軟硬件，包括配套的文化康樂設施一併
追上。

回顧從政經歷，梁志祥表示，自己在元
朗長大，之後在工會工作，就是憑藉想幫大
家將事情做好點的想法，一步步贏得街坊的
信賴和支持。

他坦言，自己是從天水圍成為新市鎮時
，由收地、拆遷的工作做起的，笑言當年自
己也很激進，但這麼多年下來，除了累積了
不少經驗，總結起來，最重要是有一顆服務
社區，幫人的心。

梁志祥表示，進入立法會的另一重要目
標，就是促新界西成為未來本港與內地相連
的中心，發展口岸經濟。他認為，新界的進
步將促本港整體形象提升，政府須改變 「中
環思維」。元朗是香港距內地較近的地區，
政府應處理好與深圳的關係，把握兩地聯繫
日益密切的機遇。

除了宏觀的角度，梁志祥亦重視 「以人
為本」： 「你可以想像，一個元朗或天水圍
居民，每日早出晚歸，人工低，老闆壓榨，
人成了工作的奴隸，不會開心。」他認為，
這些情況可透過政策去改善，如做到 「本區
就業」，市民則不用早起趕去返工。

另外，梁志祥的思維與行政長官梁振英
政綱中部分內容不謀而合。他指出，雖然梁
振英上任後，未有即時履行政綱中的全部承
諾，但其思路值得肯定，而無論立法會議員
，還是社會都應該給新班子機會去做這些實
事。

梁志祥於二千年擔任元朗區議會副主席，○
八年後擔任區議會主席至今，從事區議會工作超
過十八年。經過多年實踐和反思，他認為，在區
議會工作，只要大家認清一致目標，就可以不論
黨派，攜手做事。他指出，現時元朗區議會中，
只有五名民建聯成員，在四十多個區議員中並不
佔多數。不同黨派的議員都本着改善社區的目標
，同心協力，除個別政治議題，大家很少爭拗其
他民生事情，這正是他推崇的議會文化。

不滿民生議題政治化
反觀近年立法會的氣氛，反對派借題發揮挑

起爭端，梁志祥批評說，有人熱衷於開明知不可
兌現的 「空頭支票」，反對有關方案就叫出賣選
民。他認為，這樣的叫囂很無謂： 「連民生議題
都政治化，對社區發展無幫助，對香港無好處。」

有鑑於此，不少建制派議員都希望改變局面
，但梁志祥分析說，現在還未具備議會 「大和解
」的必要條件。面對社會貧富懸殊加劇，很多人
得不到公平競爭機會，引致社會怨氣積壓，社會
就容易發生紛爭。有政客就是利用社會怨氣，凝
聚激進者支持進入立法會，進入議會後與政府為
敵，以彰顯自身存在價值，但如此惡性循環，對

解決實際問題毫無幫助。因此，若政府不改善政
策，就永遠有人以此為話題走出來爭拗。

他舉例說，比如市民最關注的住房問題，有
市民工作十幾年才儲夠錢買居屋，反映樓價高得
不合理，原因有感政府長期支持大地產商，故人
人都反地產霸權。又例如不少市民不滿現時的強
積金制度，梁志祥續指，諸如此類的不公義，使
社會怨聲載道。因此，他希望有機會進入立法會
，督促政府扭轉政策傾斜的趨勢。

評估最新的選情時，梁志祥坦言，民建聯在
新界西的三席中，譚耀宗穩拿，他和陳恒鑌都有
危機。因為從民調來看，該區不少市民都支持民
建聯，但很多人暫未轉換思維，不明白只有將票
分散一些出來支持譚耀宗以外的另兩張名單候選
人，才可幫助民建聯拿到三席，所以目前的選舉
工程重點便要在過票上下工夫，令選民轉個彎。

冀明白民建聯用心
梁志祥說，原本以為分區配票，市民應該明

白，但現實未如預期順利。他指出，若分票分得
勻，民建聯在該區應有足夠票源送三人入立法會

，但若配票工程不成功，便難有突破。他強調，
民建聯是次的分隊策略就是為了爭取更多議席，
更好地服務市民，希望市民明白民建聯的良苦用
心。

梁志祥呼籲認識他、肯定他多年來地區工作
的街坊，站出來支持他，並帶動家人一起投票給
他。此外，他指出，如教會人士或中產人士，他
們未必支持某一種政治理念，而是看你是否做實
事，希望以自身多年來扎實的地區工作表現，將
這部分游離的選民爭取過來。

以現時的民調看，梁志祥稱，自己只有四至
五個百分點的支持率，距離七個百分點的安全係
數有差距。他估計自己還差五六千票才有機會當
選，需要抓緊時間爭取市民支持。至於結果如何
，他表示並不擔心，只要大家落力便行。

新界西的候選人還包括：譚耀宗名單、陳恒
鑌名單、麥美娟名單、田北辰名單、陳強名單、
何君堯、李永達名單、陳樹英名單、郭家麒名單
、陳偉業名單、李卓人名單、梁耀忠名單、曾健
成、麥業成及陳一華。

【本報訊】記者馮慧婷報道：立法會功能界別今年新
人輩出，中總常務會董、大律師出身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廖長江接替代表中總出任立法會商界（二）議員近二十年
的黃宜弘出選，並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當選。廖長江表示
，走入立法會是很大的轉變和挑戰，今後會以維護香港整
體利益為依歸，監察政府施政，冀香港把握機遇拓商機，
不能讓政治爭拗成為發展的包袱。

自小在外國求學，學成回港擔任執業大律師的廖長江
，過往甚少參與政治事務，今次晉身立法會，廖長江坦言
，是很大的轉變和挑戰，因自己對政局以及公共事務的掌
握不深，會利用會期開始前的時間，對各項民生議題做研
究，着重了解社會民情，同時亦要苦讀《議事規則》，了
解立法會的運作流程。

作為商界代表，也是法律人士，廖長江說，會着重在
經濟、貿易、法律方面的議題，但無可避免亦會涉足不少
政治議題。過往建制派在法律方面的專業人士較缺乏，反
觀反對派則有不少法律背景議員，被問及今後在立法會會
否成為建制派在法律方面的 「權威人士」、「代言人」，廖
長江說，面對現時的議會情況，難免會變成磨心，但會盡
力做好自己的職責，與不同背景、不同黨派的議員溝通。

中總的一票，一直被視為政府鐵票，廖長江說，中總
原則上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但自己亦有責任面向全港
市民，在投票時會以維護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監察政府。

過去有不少政黨團體向廖長江招手，他表示，認同議
員間的溝通很重要，但暫時無意加入任何政黨團體，亦未
有與本身為工商專業聯盟的黃宜弘商討，是否需要繼續參
與該聯盟。不過，廖長江說，未有打算做全職議員，唯有
犧牲自己的家庭時間和睡眠時間，希望讓市民見到，功能
界別議員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

九月九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有超過三百二十萬的選民可以
有兩張選票，一張可以投票給地方選區名單，另一張投票給覆蓋
全港選民、俗稱 「超級議席」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名單。

究竟 「一人兩票」安排是怎樣的？舉例說，家住柴灣的張伯
是合資格港島區選民。今屆立法會選舉，他除了可以像以往一樣
投一張票給自己心儀的港島區名單，還可以投另一張票給 「超級
議席」名單。在 「一人兩票」安排下，屬於香港島、九龍東、九
龍西、新界東及新界西的選民都可以有另一張選票，投給 「超級
議席」名單。

在九月九日投票日早上七時半至晚上十時半，已登記的選民
只須帶同身份證，即可到指定的投票站進行投票。票站職員在核
對選民的身份證後，便會發出兩張選票給選民。背面藍色的是地
方選區選票，白色的則是 「超級議席」選票。選民然後攜同兩張
選票進入投票間，並利用選舉事務處提供的印章，在背面藍色的
地方選區選票上心儀的候選人名單蓋上一個 「」印，然後在白
色的 「超級議席」選票上心儀的候選人名單蓋上一個 「」印。
對摺選票後，分別將背面藍色的選票放入藍色地方選區投票箱，
白色選票放入白色「超級議席」投票箱，簡單的投票程序便完成。

除了顏色外，選票上的名單也以不同組合的數字顯示。地方
選區候選人名單以 「1」、 「2」、 「3」等數字順序排列；而
「超級議席」候選人名單以 「801」、 「802」、 「803」等組合

的數字順序排列。
記住上述的小貼士，選民在投票時便萬無一失。記着一張選

票上只可蓋一個 「」印，否則該票可能會被視為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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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立法會
選舉投票日逼近，各電視台、電台選舉論
壇陷入各候選人相互抹黑的惡性循環。有
鑑於這非理想局面，功能界別資訊科技界
候選人譚偉豪特於昨日集結一班 IT 界友
人，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 「唱K」造勢大
會，以 IT 人激情而熱血的一面，向市民
傳達正面訊息。

譚偉豪指出，近來的電視選舉論壇
「成日鬧交」，候選人相互抹黑。他不願

見到 IT 界亦變得如此，故發動一批業界
朋友，齊唱勵志經典歌曲，如《獅子山下
》、《光輝歲月》、《朋友》等。以此讓
大家振奮精神。

演唱曲目中，譚偉豪特別介紹了由業
界朋友自創的新歌《創意建未來》，他指
出，這首歌由英國電腦學會（香港分會）
會長李煥明作曲、香港菁英會主席洪為民
作詞及同為業界人士的戴偉編曲。歌詞中
寫到： 「即使失望，心底有夢想，能讓創
意再發光……哪怕荊棘百樣，用科技去實
現理想，知識化作力量，青春就是能量
……」他希望向市民傳達正面訊息：只要
大家同心合力，香港就會有更美好的明
天。

出席昨日 「唱K」造勢大會的除了各
專業團體的近百名業界人士，城市電訊主
席王維基和醫管局主席胡定旭亦出面 「撐
場」，兩人還全情投入地一展歌喉，作為

中大師兄弟的王維基和譚偉豪合唱一曲
《誰能明白我》，鏗鏘有力；胡定旭則與
譚偉豪合唱英文金曲《My Way》，深情
萬分。在場同仁都以歌聲表達對譚偉豪的
鼓勵和支持。

平日難得一聚的家人昨日亦到場打氣
，包括譚偉豪的太太、兒子、兄弟姊妹及
侄女們。家人共同獻唱一首《那些年》，
場面溫馨感人。譚偉豪事後笑言，兒子平
時不願同他唱歌，今天卻肯獻聲一曲，覺
得十分開心。平日公務繁忙而少於陪伴家
人的他表示，時常告訴兒子，相比賺錢，
為社會做有意義的事更為重要。

造勢大會變成親朋好友的聚會，反映
譚偉豪深得業界人士厚愛。他表示，經過
一個多月的努力，得到業界越來越多的支
持，信心比之前加強。

此外，談及另一名候選人莫乃光缺席
於本周三舉行的一場選舉論壇，譚偉豪透
露，有專業協會的會員告訴他，認為莫的
缺席是對他們的不尊重。他並希望莫乃光
能如約出席餘下的論壇，與他同場討論政
綱。

就莫乃光因 「虛報董事」事件受到網
民聲討，並遭市民向廉署投訴，譚偉豪表
示，既然市民認為莫乃光有幾件事需要解
釋清楚，而業界選民亦都希望選舉是公平
、公開及透明的，希望莫乃光能夠就事件
作出明確回應。

先熟悉議事規則運作流程

廖長江：暫無意加入政黨

▲廖長江（左）籲香港把握機遇拓商機，不能讓政治
爭拗成為發展的包袱。右為中總會長蔡冠深

本報記者馮慧婷攝

近百IT界人士出席打氣

譚偉豪造勢 齊唱勵志歌

▲譚偉豪（前排左二）與太太（前排左一）、兒子（前排左
三）及兄弟姊妹齊唱一曲《那些年》，場面溫馨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譚偉豪在誓
師大會上（右
三）與王維基
（左二）等合
唱《誰能明白
我》

本報記者
黃永俊攝

來稿 1+1=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譚志源

【本報訊】資訊科技界候選人莫乃
光連日來醜聞不斷，先後被揭虛報履歷
、冒認董事、漏報公司和民主黨關係不
清不楚、嚴重妨礙資訊自由等，引起社
會各界嘩然。二十多名憤怒的網友昨日
到選舉事務處投訴，要求莫乃光交代醜
聞，還市民知情權，以及要求莫乃光退
出選舉。

莫乃光的醜聞可謂一宗接一宗，先
是被揭發虛報履歷，後又自稱是兩間網
絡科技公司的董事，但有關公司嚴正發
表聲明指，與莫乃光只是顧問
關係，非董事關係，繼而又有
網民揭發，莫乃光於零八年參
選時，被踢爆同時擔任「.hk」
香 港 域 名 最 高 管 理 機 構
HKIRC 董事以及「.Asia」域名
管理機構的顧問，涉利益衝突
被迫辭職，但當時莫乃光去信
HKIRC 主席，要求禁止發放
消息，嚴重妨礙資訊自由。

但面對多宗醜聞，莫乃光
一 直 龜 縮 ， 並 在 其 競 選
Facebook上表明，拒絕作出任

何回應。召集人李先生直斥，莫乃光的
所作所為，可謂誠信破產，令人感到憤
怒，故組織一批網友齊齊發聲。

請願人士向選舉事務處遞交投訴信
，並向印有莫乃光頭像的圖片掟雞蛋以
示抗議。李先生說，若選舉事務處不受
理他們的投訴，會考慮到廉政公署投訴。

此外，選舉事務處表示，近期共收
到約一千一百宗與選舉有關投訴，多涉
及選舉廣告及噪音滋擾。立會選舉資訊
科技界候選人還有尋求連任的譚偉豪。

網民投訴莫乃光虛報

謝偉銓：需訂長遠房策
【本報訊】新界東北發展區在社會引起熱烈討論，建

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候選人謝偉銓認為，發展新界東北
，需要有均衡的政策，不僅要做好諮詢工作，還需要有發
展時間表、尋求業界意見，令政府制訂措施符實際需要。

謝偉銓昨日在香港電台論壇上，被問到發展新界東北
，會否變成所謂 「割地」，謝偉銓回應表示，規劃最重要
以香港利益為依歸，作為立法會議員，有責任在政府制訂
政策時，反映業界意見，希望發揮過往在不同界別所積累
的經驗，令政府政策更切合社會需要。

對於房屋問題，謝偉銓認為，港人港地是其中一個增
加房屋供應的方法，但整體房屋政策，需要短、中、長期
措施同時進行，利用現有資源，回應市民的訴求。

該界別的候選人還包括劉秀成及吳永輝。

▲20名網民到選舉事務處投訴莫乃光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梁志祥（右二）籲立法會勿將民生議題政治化

◀ 梁 志 祥
（左）力爭
選民支持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