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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日就是區選投票日，各大政黨紛
紛作最後衝刺！本港第一大黨民建聯派
出171人參選，人數之眾為各黨之冠。
民建聯決心為議會注入 「希望」 、 「和
諧」 、 「專業」 、 「服務」 、 「決心」
五股正能量，驅除 「佔中」 、 「拉布」
、 「暴力」 和 「黑金」 這禍港 「四害」
。但在反對派的攻擊、威嚇和抹黑之下
，建制派多個選區選
情告急，形勢嚴峻，
能否在今屆區選中守
護建設香港的力量，
驅走 「四害」 ，全賴
你我手中的一票。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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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民建聯網頁

民建聯在早前的造勢大會上，將
其171位候選人分為 「青年」、 「女性
」、 「專業」、 「競逐連任」和 「首
次參選和再接再厲」五個組別，象徵
着 「希望」、 「和諧」、 「專業」、
「服務」、 「決心」五股正能量。民

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過去一段時間
，市民經歷 「非法佔中」，目睹暴力
衝擊，發現黑金，身受 「拉布」之苦
，市民已經受夠了。她強調，民建聯
的使命，就是要運用五股正能量，驅
除 「非法佔中」、 「拉布」、 「暴力
」和 「黑金」四股邪氣，化解矛盾，
守護和建設社區。

佔中後民情較難預測
然而，民建聯此次選舉屢遭攻擊

和抹黑，其中，屯門兆康的候選人巫
成鋒在社交網站上被疑似是反對派的

網民恐嚇起底；出戰沙田鞍泰選區的
招文亮亦稱慘被親反對派的《蘋果日
報》抹黑……如此種種，不勝枚舉，
就連今屆退下戰線，不再出選的民建
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亦認為，
今年區選變數多，選情不容樂觀。

葉國謙分析指出，今次區議會選
舉是 「佔領」行動爆發以及政改被否
決後，首次的大型選舉，民情走勢如
何，較難預測。他補充，今次選舉期
間社區中並未有醞釀出大議題： 「鉛
水、港大這類的事件全部都沒有被成
功炒作起來。我們落區的時候，支持
的自然會同我們講，但我們很難把握
到整體的選情。」葉國謙解釋，區議
會選舉與立法會選舉不同，由於區域
較小而且選區零星分散，故較難調動
資源進行選前分析。

葉國謙續指，愈是臨近選舉投票

日，就愈不能放鬆： 「在這種靜局下
，如果臨近這幾天突然之間爆出大事
件，這必然會引起很大很大的變動，
所以必須謹慎對待。」他又透露，在
投票當日，民建聯領導層以及立法會
議員會在當區為區內的候選人拉票，
預料要 「跑足一天」，隨後則將會聚
集在民建聯總部，等待選舉結果。

踢走政治化專注為民
在中西區西環選區競逐連任的民

建聯副主席張國鈞，上屆僅僅險勝民
主黨莊榮輝24票。他表示，近幾年什
麼事都政治化，自 「佔中」開始，連
民生議題都政治化，必須十分小心對
手借題發揮。不過他亦指，以其律師
的身份能為街坊解決不少法律上的疑
難雜症，多年來，民建聯中西區法律
諮詢達1,744宗，舉辦的大廈會議次數

是3,803次，並舉辦過151個居民會及講
座，為街坊提供資訊，解決生活問題
，地區工作成績有目共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漁灣選區候
選人鍾樹根則表示，今屆選舉氣氛較
為冷淡，不過自己所屬的選區則較為
「熱鬧」，例如他位於柴灣漁灣邨漁

安樓地下的辦事處早前遭人淋紅油惡
意毀壞。他強調，從事地區工作多年
，具有豐富的地區工作經驗及政績，
而街坊多年來亦肯定自己的工作，希
望這次選舉能夠勝出，亦希望民建聯
其他候選人能夠大獲全勝。

李慧琼是九龍城土瓜灣北區的候
選人，該區候選人還有沈泰鋒及林依
麗。西環區的候選人還有莊榮輝。漁
灣區的候選人還有徐子見。兆康區的
候選人還有羅浩恩和陳樹英。鞍泰區
候選人還有游月華。

◀新民黨今
屆派出42人
角逐區議會
議席，其中
在新界東布
下 「重兵」
，有23人出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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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專業」」 、、 「「服務服務」」 、、 「「決心決心」」 五股五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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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在
今屆區議會
選舉中打出
「為勞工服
務，為基層
打拚」 的口
號，共派出
51人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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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屋安民
●全面增加資助房屋的供應及選擇
，包括增建公屋及居屋，重推 「
夾屋」 、 「租置」 、私人參建居
屋、混合發展等

●增加私人住宅土地供應，抑制炒風

關懷長者
●盡快落實分級資助、全民受惠的

「退休保障養老金」 計劃
●在 「廣東計劃」 基礎上，開設 「
福建計劃」

●為資助房屋長者業主提供 「安老
按揭」 產品

為民紓困
●增設居所租金扣稅額
●凍結政府直接影響民生收費

扶貧助弱

●為輪候公屋的非綜援人士提供租
金津貼

●延長短期食物援助計劃的支援時
限及放寬申領資格

●設立 「照顧殘疾人士津貼」
●為殘疾人士提供就業資助津貼及
提供雙倍扣稅額

公共交通
●港鐵公司應回饋社會，在享有豐
厚盈利下凍結加價

●完善港鐵公司現有月票計劃，重
設 「十送一優惠」

●汲取屯門轉車站經驗，增設更多
區域轉乘站

社區環境
●批出一筆過撥款，開展在各區議
會積壓的社區小型改善工程

●按各項社區設施與人口比例標準
落實各項社區設施

大廈管理
●設舊樓管理專員，統籌私樓維修
、保養及管理工作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處理
樓宇管理紛爭

●加快落實《競爭條例》籌備工作
打擊 「圍標」

食水安全
●為全部證實鉛超標屋邨的所有單
位檢驗食水

●追究涉事各方責任，並協助受影
響居民追討賠償

●豁免受影響公屋住戶水費及租金

醫療服務
●增撥資源改善公營醫院門診服務

●擴充公營中醫服務
●縮短專科門診輪候時間

保護環境
●制定全面廢物管理政策
●改善堆填區環境問題

作育英才
●增加教育投資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
●落實15年免費教育

發展經濟
●與內地專業資格互認
●協助本港現代服務業及企業進駐「
廣東自由貿易區」

●全面提升港閩合作，研究設置駐
閩辦事處

●重視小販特色巿集文化，制定長
遠小販政策

消費權益
●就預繳式消費成立專款專用信託
基金

●政府應就套票及預繳式服務合約
，訂立冷靜期

善待動物
●成立 「動物警察」 隊伍
●訂立 「嚴重殘酷虐待動物罪」
●增撥資源推行 「捕捉、絕育、放
回」 計劃

●增設寵物公園

家庭友善
●在政府轄下的康樂設施及文娛活
動推出家庭套票

●透過勞資協商、逐步落實的方式
，將星期日以外所有公眾假期納
入為有薪法定假期

●積極向僱主推廣五天工作制

青年發展
●整合現有青年創業支援服務，以
協助青年創業

●增建青年宿舍，滿足青年居住需求

兩地議題
●加強打擊水貨活動
●定期檢討 「一周一行」 政策在打
擊水貨活動成效

●在落馬洲南設立邊境商貿購物中
心，分流購物旅客

政制發展
●支持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並
爭取下一屆特區政府能成功通過
有關政改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