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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耀棠：勿信工聯會夠票
每區支持率處尾席

2

由於今次參選立法會的隊伍眾多，同一選區
出現多張建制派名單，工聯會與同屬建制派的民
建聯 「票源相撞」。工聯會四名地區直選候選人
和鄭耀棠昨日一同在灣仔街頭告急，鄭耀棠指出
，日前發現有其他建制派地區樁腳，在 「鎅」工
聯會的票，並從最初的一個區，發展為四個區都
有類似情況， 「我哋唔出聲就繼續鎅，忍咗好耐
。」他表示，希望與友好政黨民建聯公平競爭，
稱雙方已有溝通，呼籲對方 「唔好再話我哋夠票
」。

籲全家動員全投工聯
鄭耀棠又指，從近日的民調看，工聯會的支

持率在每區都處於 「尾席」或跌出安全線，選情
「非常之緊急」。他強調，工聯會 「無配票機制

」，呼籲工聯會會員及支持工聯會的選民， 「發
動家屬，全投工聯會」。

「鎅票」情況究竟有多嚴重？參選港島的王
國興說，近日有其他建制派打電話給工聯會會員
，或在公眾場合揚言 「王國興夠票」，企圖鎅票
，對此感到遺憾。他提醒選民 「勿信虛假言論」
，全力支持工聯會，支持王國興。

「工聯會唔夠票，仲未得。」在新界西參選
的麥美娟亦提醒選民勿受 「工聯會夠票」論影響
，她指出，工聯會是打正旗號 「撐打工仔女」的

工會組織，呼籲打工仔女 「認清招牌」投票，否
則工聯會在新界西的席位將 「保唔住」。

參選新界東的葉偉明亦指出，工聯會是 「新
界東唯一一支代表工人階層的參選隊伍」，呼籲
支持工聯會的選民 「歸隊」。

在九龍東參選的黃國健則指出，聽到一種危
險言論，有人利用部分選民對 「一人兩票」含義
的不熟識，誤導選民稱 「你有兩票，一票投畀工
聯會，另外一票不如投我哋」，擔心這種斷章取
義的說法會令部分選民搞不清多出的一票是投
「超級議席」，而誤投兩個地區直選，成了廢

票。
黃國健感慨，工聯會 「一路幫人抬轎」，現

在是自己的選票都 「收唔返」。他拿出一塊膠布
模型指，工聯會的各候選人都被鎅傷，膠布是象
徵 「止血」，希望其他建制派 「唔要再鎅傷我哋

」。
香港島候選人還包括：曾鈺成、鍾樹根、葉

劉淑儀、劉健儀、單仲偕、何秀蘭、劉嘉鴻、許
清安、勞永樂、吳文遠、吳榮春、何家泰、陳家
洛。

新界西候選人還包括：梁志祥、陳恒鑌、陳
偉業、麥業成、曾健成、郭家麒、田北辰、何君
堯、陳一華、梁耀忠、陳強、李卓人、譚耀宗、
陳樹英、李永達。

新界東候選人還包括：陳克勤、葛珮帆、龐
愛蘭、田北俊、邱榮光、劉慧卿、黃成智、蔡耀
昌、張超雄、陳志全、范國威、何民傑、梁國雄
、梁安琪、方國珊、陳國強、龐一鳴、湯家驊。

九龍東候選人還包括：陳鑑林、陶君行、嚴
鳳至、謝偉俊、譚香文、胡志偉、梁家傑、黃洋
達。

【本報訊】今屆立法會選舉以 「超級議席
」競爭最為激烈，距離投票日尚有兩天，參選
「超級議席」的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昨日夥拍

新界西的民建聯候選人陳恒鑌，在荃灣街市和
楊屋道街市及附近一帶拉票，並到葵芳爭取街
坊支持。劉江華說，能否成功連任，仍然 「命
懸一線」，呼籲民建聯的擁躉，動員忠實的支
持者出來投票，全力支持他，令他取得二十萬
至三十萬票。

選情嚴峻「載浮載沉」
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劉江華選情嚴峻，在

爭取最後一席邊緣 「載浮載沉」。劉江華表示
，自己在新界東廿多年耕耘，但為了讓更多年
輕人有機會進入議會，壯大健康建設的力量，
自己勇於接受挑戰，走出 「安全地帶」，出選
超級議席，但其實他與李慧琼都要冒着很高風
險，重返議會不是理所當然。

「超級議席」選情兇險詭譎，劉江華形容
，無人能夠預言最後賽果，因為當中存着很多
不明朗因素，包括難以估算選民對超級議席
「一人兩票」的認知和理解，最後投票結果如

何，投票率高低、廢票和白票的數量等，只能
留待揭盅當日自有分曉。

劉江華又說，除了今次 「超級議席」選舉
無跡可尋，大家只能摸着石頭過河，因為另外
一個變數是在地區直選方面，民建聯採用了
「分區、分隊、分票」的選舉策略，市民是否

接受和認同這套策略？一切仍未可知。
劉江華強調，不可預知的選情未有令他不

安，艱巨的選戰未有令他怯懼，現在選戰進入
最後衝刺階段，自己不能有半點鬆懈，對於外

界各種猜測，他不理會人家的言論，只能做好自己， 「就像
跑一百米，起跑後便不理人家怎跑，只管自己奮力向前衝，
朝着標杆直奔。」

市民盼立會重回正軌
經過多個星期緊急落區拉票，劉江華形容他感受最深是

主流民意對拉布、掃枱、流會和議會語言暴力等歪風，十分
反感，主動向他反映，要求下屆立法會能重回正軌，做好民
生工作，香港不再蹉跎歲月，停滯不前。

【本報訊】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在即，民建聯地
區直選新界西候選人譚耀宗， 「超級議席」候選人劉江華，
設置於屯門區的多幅宣傳橫額，自八月初起，屢次發現遭人
惡意破壞，相關的助選團隊已多次報警，同時強烈譴責破壞
選舉公平公正的不法行為。

自今年八月初開始，位於屯門新墟往何福堂天橋、湖翠
路、安定邨、青山公路近藍地、大興邨一帶，以及屯門市中
心天橋等位置的民建聯候選人譚耀宗、劉江華的選舉宣傳橫
額，屢屢發現被人惡意破壞，一些橫額遭人扯爛、劃花，有
些被人用煙頭燒壞，或貼上惡意攻擊的字句等。

另外，民建聯立法會香港島候選人鍾樹根團隊海報、旗
幡等宣傳物資亦被人在灣仔區惡意破壞。昨晨七時許，有市
民途經灣仔機利臣街與皇后大道東附近，發現逾三十張競選
海報，分別被人用箱頭筆塗鴉或撕毀，大部分屬鍾樹根，他
到場了解情況，在附近皇后大道東又發現逾二十張海報遭破
壞，於早上九時四十六分報警。警方現列刑事毀壞案，將案
件交由港島重案組接手，其後有探員到場拍照，取走部分被
毀壞的海報作為證物。鍾樹根表示，過往競選活動亦發生過
損毀海報事件，今次則較大規模及針對性破壞，惟不會揣測
動機或是何人所為；又指香港是文明社會，不應出現偏激或
抹黑候選人的破壞行為。

立法會選舉進入
最後拉票階段，工聯
會發現選票被其他建
制派鎅走。昨日，工
聯會四名地區直選候
選人黃國健、王國興
、葉偉明和麥美娟齊

聚灣仔街頭，聯合告急。一同出席的工
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鄭重聲明，工聯會
在九龍東、港島、新界東和新界西均
「選情嚴峻」 ，呼籲會員 「全家動員、
全投工聯」 。鄭耀棠強調，工聯會 「無
配票機制」 ，提醒選民勿信 「工聯會夠
票」 論，勿受 「鎅票」 行為影響。

本報記者 戴正言

【本報訊】今屆立法會選舉新界東競爭激烈，由十九張
名單爭九個議席，當中爭取連任的民建聯陳克勤選情危急。

陳克勤近日就推出新的告急單張，直言別人以為他 「贏
梗」時，猶如下了一個魔咒，令大家不投票予他， 「當人人
都以為陳克勤會贏，他就會流失大量選票，選情嚴峻，勝負
只差你一票，你就是陳克勤的希望，希望就掌握在你手中。
」

陳克勤引用學者分析，指他被其他參選隊伍嚴重分薄票
源， 「過去四年，我不怕辛苦，不怕被人罵，風雨不改，去
為香港人踏踏實實做事。」

陳克勤希望所有民建聯支持者，不要怕麻煩，多走一步
，多打一個電話呼籲其他人投票， 「我們好想見到香港有朝
一日會結束政治爭拗。」

陳婉嫻麥美娟巡區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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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候選人宣傳品遭破壞

你是陳克勤的希望

▲劉江華昨日夥拍陳恒鑌，在荃灣街市和楊屋道街市及
附近拉票

▲探員到場拍照，取走部分被毀壞的海報作為證物

除了群星拱照 「超級議席」候選人李慧琼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今
屆立法會選舉也力撐李慧琼。李慧琼早前分析選情時表示，她和劉江華都選情
嚴峻，保守估計最後一席大概要二十萬票，單靠民建聯的支持者根本不夠，所
以她會積極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呼籲選民運用手上一票，留住議會理性的聲
音。

「超級議席」的候選人還包括：劉江華、陳婉嫻名單、白韻琹、何俊仁名
單、涂謹申名單、馮檢基名單。

范太撐超級李慧琼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
面對多個黨派的競爭，工聯會已就
立法會選舉全面告急，而 「超級議
席」候選人陳婉嫻昨為新界西候選
人麥美娟拉票，呼籲市民勿輕信工

聯會已夠票的傳言。她再次表明全
力爭取選票的決心，並指選民有自
己的選擇，她不能左右選民過票幫
助其他建制派人士入局，而她參選
代表性較大的 「超級議席」，是希

望更能把基層的聲音帶入議會。
作為今次工聯會參選立法會的

軸心，陳婉嫻連日遊走多區為各工
聯會候選人拉票，她昨午聯同麥美
娟團隊於元朗宣傳，並坐車巡遊介
紹參選理念。她不斷向市民解釋，
近日有人指工聯會候選人夠票當選
的言論並非事實，強調工聯會需要
所有市民和會員的支持，讓他們可
為打工仔爭取權益。

超級議席代表性更大
按目前的民調顯示， 「票后」

陳婉嫻的支持度相當高，有建制派
人士認為，她應該顧全大局，過票
予民建聯的李慧琼，以助建制派在
「超級議席」中取得三席。陳婉嫻

指出，香港是多元化社會，這些都
是有關人士的觀點， 「但作為一個
競爭者來說，我一定會盡我的努力
來爭取選票，而且我深信，選民不
是說由我們給誰便給誰，不是這樣
的，每個選民都有他的決定權，任
何人都不能代表他們做決定。」

「超級議席」以全港為單一選
區，外界認為其代表性較其他議席
更高。陳婉嫻認為， 「超級議席」
是更好的契機改善基層問題， 「它
的代表性我們感覺會更大，我之所
以重出江湖參選，就是因為政改通
過了這個方案，我覺得這是更好，
動員更多人理解，支持我們打工仔
女，我們基層，我們小本經營者存
在的問題。」

對於推行國民教育的爭議不斷
升溫，陳婉嫻指出，社會發生任何
事都會影響選舉，而她感覺到現時
社會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極端不
信任，甚至有人擔憂子女接受教育
後會有負面影響，導致現時教育界
和社會出現撕裂。她表示，已向當
局反映市民的憂慮，並建議政府與
社會各界多溝通，正視市民的疑慮
和訴求。

「超級議席」的候選名單還包
括：劉江華、白韻琹、何俊仁、涂
謹申、馮檢基。

▶陳婉嫻
（右）昨
親臨新界
西為麥美
娟（左）
拉票

▲工聯會四名地區直選候選人聯合告急。（左起）王國興、麥美娟、鄭耀棠、葉偉明、黃國健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陳克勤推出新的告急單張

◀劉江華
向市民派
發宣傳單
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