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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20人爭九席 反對派傘兵突襲
區選倒數

民建聯三將競連任陷惡戰
今屆選戰當
中，離島區有兩
區候選人自動當選
，較上屆多一區，其
餘九個席位由餘下20
名候選人角逐，平均
約兩人爭一席。與其
他區激烈競逐相比，離島區看似風輕雲
淡，實際上卻也是暗流洶湧。今次民建
聯派出的四人均是競逐連任，其中一人
意外地因兩名對手喪失資格而自動當選
，但反對派精兵政策和傘兵突襲卻對其
餘三人造成相當威脅，要成功連任仍不
免經歷連番惡戰。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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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是有最多當然議員的一區，八名由區內
各鄉事委員會主席擔任的當然議員延續上屆不變。
餘下的十一個議席中，民建聯余麗芬和獨立曾秀好
分別於南丫及蒲台、坪洲及喜靈洲兩區自動當選。
在離島戰局當中，民建聯依然是聲勢最為浩大
隊伍，共派出周浩鼎、李桂珍、余麗芬、老廣成四
人參選，陣容與上屆接近。相比之下，反對派政黨
在該區與其他區一樣，均採取精兵策略，合共只有
三人出選，包括公民黨兩人，民主黨一人。
民建聯四人當中，身為律師的民建聯副主席周
浩鼎由委任轉直選，接替在東涌南服務了十多年的
資深區議員周轉香，以專業人士身份服務社區，頗
受當區市民歡迎。而其對手王進洋今年六月才滿21
歲，剛剛符合參選區議員資格。王進洋雖未報政治
聯繫，但他於 「佔中」期間曾長期出現在金鐘 「佔
領」區，又揚言要讓 「雨傘運動」精神散落社區，
相信難以爭取對 「佔中」反感的市民支持。

兩女將上陣服務街坊多年

鄧家彪指離島區未來將會不斷發
▲
展，他會確保基層利益

民建聯今次派出兩名女將均有良好地區基礎。
其中李桂珍服務地區超過45年，是民建聯地區服務
年資最長之人。她自1999年以來，便一直擔任長洲
北區議員至今，四次選舉當中，三次自動當選，一
次以2294票比167票壓倒性優勢擊敗對手。今次其
對手是既無填報政治聯繫，也無填職業的鄺惠娟，
李桂珍表示，自己與長洲居民建立了深厚互信關係
，擁有扎實地區服務經驗，對選情一定有信心。
另一名女將余麗芬自03年便擔任南丫及蒲台區
議員，服務該區十多年，不過頗具戲劇性的是，她
今次原本要面對兩名對手，不料在區選提名結束後
，兩名對手一個由於不是登記選民而不符參選資格
，另一人因為未獲解除破產而喪失參選資格，最後
余麗芬輕鬆自動當選，免卻一番惡戰。
民建聯老廣成出選的逸東邨南亦頗有看頭。老
廣成2003年擊敗民主黨郭平，擔任逸東邨區議員。
2007年逸東邨劃分為南北兩區，老廣成出戰逸東邨
南勝出，一直連任至今；而郭平選擇逸東邨北，面
對工聯會的鄧家彪卻連番敗北。今次郭平又回到逸
東邨南，看似有備而來，老廣成再戰老對手，鹿死
誰手尚是未知之數。
由於兩屆對手郭平轉戰逸東邨南，繼續在逸東
邨北競逐連任的鄧家彪一時間別無對手，本很有可
能自動當選，但在提名期限最後一日，出現一名報
稱是 「演藝工作者」的梁漢威前來挑戰，令選情出
現變化。不過，在 「佔中」期間頭戴防毒面具，常
活躍在衝突最前線的梁漢威承認，他出選只是為了
不想讓鄧家彪自動當選，顯示其視區選為兒戲，根
本無心長期為街坊服務。
此外，東涌北選情亦值得留意。該區由於原議
員林悅因 「企圖以欺騙手段取得金錢利益罪」被判
入獄，去年四月進行補選，公民黨余俊翔以31票險
勝小學校長梁兆棠。但余俊翔上任僅一年半，根基
尚未扎穩，此番面對身為會計師的新民黨傅曉琳，
一場激戰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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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在離島區要面對反對派和傘兵突襲，難免要經歷連番惡戰

周浩鼎把握機遇發展東涌
【大公報訊】記者陳達堅報道：新一屆區選由委
任區議員轉戰直選的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在東涌南選
區迎戰早前就機場三跑提出司法覆核的 「傘兵」王進
洋。面對 「傘兵」空降挑戰，周浩鼎坦言，對選情絕
不能掉以輕心，但相信選民會看到他過去多年服務東
涌居民成績。
周浩鼎表示，過去四年地區工作默默耕耘，盡心
盡力為區內市民服務，成績有目共睹。他表示，自己
致力推動東涌發展，把握地理優勢及機遇，為社區增
值；同時又以律師專業背景為居民提供免費法律諮
詢。
對手雖是 「空降傘兵」，全無地區服務工作，但
周浩鼎絲毫不敢輕敵。他坦言今次選舉存在不少隱憂
。首先，對手藉 「佔中」參與者之名參選，希望將區
議會政治化；其次，此次區選是 「佔中」後首次大型
選舉，東涌區內有不少年輕人，有機會被對手激進政
治理念影響， 「首投族」亦可能成為對手票源。

倡建新路往機場減車流量
周浩鼎表示，現時區議會內已有不少反對派人士
在 「搞破壞」，妨礙地區事務發展，若在新一屆區議
會被更多反對派佔據區議會， 「破壞文化」將擴大，
多項民生事項會被嚴重拖延，無論在區議會層面，或
整體香港發展都不是好事。但他相信，大部分居民都

希望擁有一個穩定社區
，不希望把激進的社會
運動文化帶入社區。
周浩鼎又指 ， 東涌
區內交通問題要着力跟
進，現時達東路負荷已
過重，車流量大、泊車
位不足，估計未來東涌
會由現時八萬人口增至
逾27萬人，路面交通將
會超出負荷，建議在現
有東涌港鐵站開通一條
路軌接駁去機場，既可
方便區內市民到機場上 ▲周浩鼎擔心對手將區議
班，亦可減少路面車流 會政治化，區內年輕人或
量。
有機會被激進政治理念影
他續說 ，東涌區人
響
口不斷增加，有必要發
展東涌區域，機場建第三跑道可增加居民就業機會，
同時可抓緊國家發展機遇。他支持東涌、大嶼山等地
應保育及發展並存模式，改善東涌區居民生活，然而
對手與他的政治理念完全不同。
同區另一候選人為 「佔中」義工王進洋，王較早
前就機場第三跑道入稟高院，提出司法覆核。

鄧家彪逸東十年為民服務
【大公報訊】記者陳達堅報道：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兼現任離島區議員鄧家彪在逸東邨北競逐連任，遭
受 「傘兵」梁漢威突襲。鄧家彪指出，在當區已服務
十年，親眼見證東涌區成長及發展，有扎實地區工作
經驗及成績，認為對手志在宣傳政治理念，多過為社
區為市民服務，對選情有信心。
鄧家彪表示，離島區包括東涌在內未來將會不斷
發展，他的責任便是在發展大趨勢下，確保基層利益
，現時當區只有領展等大集團街市，居民要 「捱貴餸
」，而且選擇不多，急切目標是盡快爭取落成東涌市
政街市，短期而言有必要先推動墟市發展，為區內居
民提供購買日用品的選擇。

幹實事不怕狙擊
他又指，交通同時是當區需要關注的重要民生議
題之一，逸東邨居民每日需轉乘多種交通工具才能到
達市區，多年前已不斷爭取將港鐵東涌線延伸至逸東
邨，解決區內交通不便之苦。
被問遭 「傘兵」狙擊有否擔心選情，他坦承東涌
區內有不少年輕人，有部分可能會受 「傘兵」影響，

不過他認為對方突然 「空降」，只志在宣傳政治理念
，不是為社區為市民服務。
他分享指，在地區服務要做到 「去到人心」的工
作，其中曾有一名只有18歲少女到辦事處求助，查詢
破產程序，在細問之下原來少女誤墜 「層壓式推銷」
，被誘導到多間財務公司借貸，欠下逾十萬。當時動
員工聯會力量，促使政府改例，打擊 「層壓式推銷」
。他說，一件本是查詢破產程序的個案，本着民生無
小事的地區服務精神，最終取得成果，在地區服務上
幫到居民，有很大滿足感。
他繼續指出東涌現有急需解決的民生問題。早期
逸東邨入伙的居民，經過逾十年轉變，不少人由小孩
長大為成人，或已組織家庭生育下一代等，他們的居
住環境日漸擠迫，很多家庭屬於擠迫戶，建議在2016
及2018年即將在東涌落成的公屋優先撥出單位分配予
擠迫戶。他又指，成功連任後會積極爭取在東涌西興
建室內體育館及足球場、特殊學校、殘疾人士支援中
心等。
同區另一候選人為 「
佔中」義工梁漢威。

離島區參選名單
選民人數：
選民人數
： 67
67,,053
民選議席數目：
民選議席數目
： 10
候 選 人 數 目 ： 24
自動當選議席：
自動當選議席
：2
當 然 議 席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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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編號

姓名

1

余漢坤

2

劉敬彰

3

袁玉華

4

譚秀娥

1

梁漢威

2

鄧家彪 工聯會

1

老廣成 民建聯

2

郭

1

傅曉琳 新民黨

2

余俊翔 公民黨

1

王進洋

2

周浩鼎 民建聯

1

趙德威

2

容詠嫦 公民黨

3

胡子良

1

林潔聲

2

梁國豪

3

鄺官穩 經民聯

1

李桂珍 民建聯

2

鄺惠娟

大嶼山

逸東邨北

逸東邨南

東涌北

東涌南

愉景灣

長洲南

長洲北

政治聯繫

平 民主黨

自 動 當 選
坪洲及
喜靈洲

曾秀好

南丫及
蒲台

余麗芬

民建聯

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撈本錢
區議員當以腳踏實地、盡心盡力為居民服務為己任，但
反對派為求私人利益，不顧民生，不惜將社會議題事事政治
化。在今屆區選當中，有 「傘兵」為爭取小部分居民支持，
竟不惜濫用司法覆核，有意阻礙整個香港長遠發展。
參選離島東涌南選區的 「佔中」義工王進洋是 「佔中」
活躍分子，他聲稱有居民反映飛機噪音問題，故今年六月為
興建機場第三跑道申請司法覆核，還因此得到市民的 「稱讚
」。然而，為了這一個子虛烏有的 「稱讚」，難道就要將一
項耗資逾百億巨大工程擱置，置香港的長遠發展於不顧嗎？

為一己之私逼市民找數
2009年發生的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還歷歷在目，當時
公民黨被指慫慂曾任該黨義工朱綺華就港珠澳大橋工程申請

司法覆核，圖藉此阻撓政府施政，撈取政治本錢，但事件結
果卻是令大橋工程延誤至少九個月，工程造價飆升，單是香
港接線工程費，已由原先估算161.8億元，大幅增至250.4億
元，即令本港白白損失88億元公帑。為了該黨一己之私，卻
令全香港被迫為其 「埋單」，前車之鑒就在眼前，難道還需
要再重蹈一次覆轍？香港又還能承受得了多少次類似事件
呢？
相比起反對派 「長處」──炒作社會議題撈取選票，建
制派則專注於腳踏實地服務市民；到底誰是只會 「空口說白
話」，誰是真心為市民服務，市民心中有數，街坊自有口碑
。反對派如果想故伎重施，再趁區選炒作議題撈取選票，怕
是不易。

反
▼對派不斷濫用司法覆核，最近就為
阻止機場興建第三跑道而申請司法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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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