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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領軍出戰 多區奔走為黨友助選

李慧琼土瓜灣北高票連任
民建聯新任主席李慧琼首度領
軍大型選戰，昨日趕赴深水埗、觀
塘等選情緊迫的地區為黨友助選。
李慧琼自己亦需在九龍城土瓜灣北選區
競逐連任。最終，她以1544票贏出，
比對手林依麗和傘兵沈泰鋒合計票數還
多1163票。李慧琼表明，民建聯今屆
目標是保住現有議席並有所增加，她對
久經鍛煉的參選人有信心。美孚南選區
的民建聯候選人黃達東指，對自己工作
成績有信心，但選情緊迫，不敢輕視。
大公報記者 張婕舒

▲李慧琼（中）在九龍城土瓜灣北選區競逐連任，最終大勝連任

愈來愈多市民關注區選
前來撐場的李慧琼則表示，會全力以赴助手
足宣傳，希望爭取更多選票。她續指，今屆投票
率明顯升高，相信愈來愈多市民開始關注區選，
這對區議員候選人是一種鞭策。她指，民建聯今
屆目標是保住現有議席的前提下有所增加，今次
民記派出的均是在地區鍛煉很久的人士，因此她
很有信心。

【大公報訊】記者陳璁報道：昨日是區選投
票日，黃大仙龍星選區共有四人出選，眾候選人
一早展開最後宣傳工作。獨立候選人林作在龍蟠
苑對出積極拉票，呼籲選民支持。他強調自己並
非空降，強調地區工作要 「穩打穩紮」、 「下苦
功」，又認為自己在與居民溝通能力上有優勝之
處。
林作昨日一早就落區派發宣傳單張，接觸當
區居民，爭取支持。他指，區內街坊反應正面，
但選情仍然難估計，因為選區有三分一選民住在
屋苑星河明居，而他無法入內拉票，接觸有限，
故不清楚他們意向，但他有信心取得其餘選民支
持。他又說，自己並非空降，而是龍星選區的 「
新移民」，在區內已有一年時間，強調地區工作
要 「穩打穩紮」、 「下苦功」。
林作認為，自己優勝之處在於善於溝通，樂
於與居民接觸，平日都會隨身帶上筆記本，在區
內與居民交流後作記錄， 「政治應該做實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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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陳璁攝

高曉榮身為該區居民，有
▼
信心街坊會支持真正服務民
生的人
資料圖片

高曉榮關注民生改善奧運

【大公報訊】記者
張婕舒報道：油尖旺奧
運選區今屆選民勁增
30% ， 是 增 勢 最 猛 一 區
。競選的是維港關愛協
會主席高曉榮及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高
曉榮身為該區居民，投
身地區工作兩年，昨日
亦主要在各個屋苑內拉
票。他過往主要關注改
善當區水質、海水臭味
問題、跟進興建奧運主
題公園等議題，有信心
街坊會支持真正服務民
生的人。另一名候選人
涂謹申則獲菲律賓人質
事件傷者易小玲助選。
維港關愛協會主席
高曉榮與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涂謹申競逐油尖旺
區奧運選區的議 席 。 高
曉榮是當區居民，昨日
在區內各個屋苑拉票，
其助選團指由於高忙於
地 區 工作，昨日不方便
接受訪問。
高曉榮在奧運居住
六年多，投身地區工作
亦接近兩年，關註解決
改善當區水質、海水臭
味問題、跟進興建奧運
主題公園等。他過去接
受訪問時表示： 「好多
人話我傻，但我有信心，街坊好支持
真正服務、做民生的人。」
一直協助菲律賓人質事件受害人
追討賠償的涂謹申昨日亦獲事件傷者
易小玲等到場支持，他指，投票日策
略是呼籲支持者打多兩個電話叫家人
、朋友一起投票。
該區今屆有約5000名選民，較上
屆增加1100多人，升幅達30%，是選民
比率增加最多的一區。

【大公報訊】記者張月琪報道：黃大
仙區選選情激烈，工聯會池彩區候選人何
賢輝，以及工聯會彩虹區候選人莫健榮一
同競選連任，但面對重重考驗。工聯會榮
譽會長陳婉嫻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
，昨日下午在彩虹邨為兩位候選人拉票。
黃國健表示，昨晨到彩虹兩個選區拉票時
接觸居民，發現不少居民 「變心」，未到
開箱一刻亦不知 「鹿死誰手」。有彩虹區
街坊就大讚何賢輝及莫健榮非常勤力，在
地區有不少建樹。
彩虹邨兩個選區，包括池彩及彩虹候
選人昨日一大清早便在港鐵站出口拉票，
呼籲選民投票。助選團口號此起彼落，而
且各候選人助選團相距接近，令現場氣氛
熱烈。陳婉嫻及黃國健於下午到場為兩位
工聯會候選人助陣，陳婉嫻稱，今屆兩區
選舉情況非常激烈，早上拉票時接觸居民
，有感今屆並非 「一面倒」意見，認為選
情告急，呼籲街坊盡早投票。她又表示，
實在難以預測選舉結果，但強調會 「打好
今日（昨日）場仗」。
陳婉嫻及黃國健聯同兩名候選人何賢
輝及莫健榮，於區內拉票，其間不時遇上
對手在宣傳，氣氛一度緊張，陳婉嫻強調
，今次是 「和平」選舉，即使持不同意見
，亦希望大家保持冷靜。
黃國健則表示，自己於前線工作多年
，每次選舉都會親自落區與市民接觸，今
次選舉到彩虹及池彩時，發現兩區市民反
應比過去冷淡，反映不少居民或 「變心」
，令選情告急，未到開箱一刻亦未知鹿死
誰手。
池彩區候選人何賢輝競選連任，他坦
言，今次面對挑戰較大，不能斷言結果如
何。但他表示，過去池彩區投票率較低，
若果今屆投票率有所上升，相信自己勝算
亦較大， 「我過去的確有好多政績，在地
區着實做了好多工作，好多街坊都見到，都有肯定，
希望可以繼續服務社區。」
街坊陳婆婆表示，自己是池彩區居民，過去一直
覺得何賢輝十分勤力，例如區內好多老人家，他着手
爭取增建自動扶手電梯，可惜卻經常被對方抹黑，令
到這些惠及居民的基本設施，一再擱置。陳婆婆希望
，何賢輝可以獲得足夠票數連任，繼續貢獻社區。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林作穩打穩紮下苦功

馬不停蹄為黨友助選
李慧琼昨日首站來到美孚南選區，支持該區
候選人黃達東，其對手是公民黨的王德全及報稱
獨立的前人民力量成員曾麗文。二人及支持者前
往該區兩間酒樓向選民拉票，有居民與他們合影
留念。黃達東接受訪問時指，他對過往四年的工
作成績有自信，相信街坊亦會認同。不過該區票
數一向很接近，所以選情仍然緊迫，不敢輕視，
投票日仍需落力向街坊拉票。他指對手多以政治
議題為主，他則主力服務街坊，希望優化當區環
境。

何賢輝莫健榮勤力為市民

首度領軍大型選舉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本身
作為候選人，於九龍城土瓜灣北選區競逐連任，
對手是 「傘兵」沈泰鋒及香港關注會的林依麗。
李慧琼昨日一早先是在當區落力拉票，而在午後
，作為民記領軍人，她接連前往深水埗、葵青、
觀塘等選情告急的地區，力撐手足。她於2012年
循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躋身立法會，若明年
要繼續競逐 「超級區議會」議席，今次需守住議
席。她過去扎根社區，長期關注人口老化、交通
等市民關注的議題，在當區有口皆碑，穩操超級
入場券。

▲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左二）為彩虹及池彩區
議員候選人拉票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不只是叫口號，空做承諾」。身為大律師，林
作認為自己算是 「勤力」，可以同時應付區議員
和大律師兩份工作。至於外界關心的政治理念方
面，他就希望未來可行到 「第三路線」。
對於行政長官梁振英女兒梁齊昕前日在社交
網站公開支持他，林作笑稱要 「多謝」她，又指
自己參選至今新聞不絕，擔心焦點被模糊，因此
投票日沒有找名人站台。林作助選團多是年輕人
，更有外籍人士撐場，其他三位候選人的助選團
成員則以長者為主。
爭取連任的人民力量譚香文，日前涉嫌以權
謀私，以星河明居業主委員會主席身份打擊對
手，並指使保安主管派人全天候在屋苑監視對
手之一林作。她昨日一早便舉出告急宣傳橫幅
，又高聲在區內 「嗌咪」，有居民投訴其音量
過高，受到滋擾。警方接報後到場處理，譚香
文助選團成員被要求調低音箱音量，譚香文則離
開現場。

▲譚香文被居民投訴宣傳音量過
高，警員到場後要求其助選團成
員調低音量 大公報記者陳璁攝

羅靜望為興田帶來新氣象
【大公報訊】記者張月琪報道：觀塘藍田興田
區選情同樣激烈。工聯會候選人羅靜，挑戰爭取連
任的民主黨候選人，她直言會努力到最後一刻，若
成功當選，亦希望為區內帶來新氣象。為羅靜拉票
的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不時收到居民投訴，指
區內設施沒有大改善，故今次希望給予市民多一個
選擇，支持新血，為屋邨帶來新景象。
扎根九龍東多年的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昨日走遍
多區，為各工聯會候選人拉票。昨日下午五時許
，黃與羅靜於興田邨拉票，呼籲市民盡快投票，
又稱選情告急，一票都不能少。黃國健說，工聯
會於興田區服務十多年，獲得不少街坊支持。他
表示，過去曾有街坊投訴，指該社區服務長期沒有

改善，故希望予多一個選擇居民，期望為社區帶來
新氣象。

堅持到最後一刻
羅靜稱，與一眾助選團今晨六時許已開始四出
拉票。她表示，挑戰爭取連任的候選人需要花好大
氣力，但仍會堅持到最後一刻，期望可以得到機會
，全心全意為社區服務。
已服務興田區逾三年的羅靜又透露，過去不少
居民向她投訴，興田區區議員經常不在辦公室，而
且辦公室並非經常有工作人員在場，令居民求助無
門，若果她能當選，會全職服務社區，務求任何居
民有需要幫助的時刻，都可以在場協助。

▲興田區候選人羅靜（左三）聯同黃國健（左二）及
一眾助選團拉票
大公報記者張月琪攝

梁美芬2345票連任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黃埔東選區經民
聯梁美芬以2345票成功連任。梁美芬稱，今次選舉有
好大意義，過程比想像中激烈，亦明白到應該與年輕
人多溝通，了解其訴求，其後會對該方面進行探討。

▲梁美芬指在區內服務多年，過去成功為區內爭
取不少建設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她又稱，不少街坊與義工團隊連日來都賣力為自己助
威、拉票覺得非常感動，非常感謝大家一路來的支持
。不過，因為有部分黨友在競選中落敗，心情依然非
常沉重。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資深九龍城區議員梁美芬扎
根黃埔區多年，繼上屆區選取勝後，今次爭取第二次
在黃埔東選區連任，面對傘兵組織 「青年新政」的游
蕙禎和獨立候選人羅錫明挑戰。梁美芬表示，自己在
區內服務多年，過去成功為區內爭取不少建設，相信
「雙料」議員身份以及政治立場會獲得當區居民支持。
黃埔德民街及紅磡道十字路口，是黃埔東選區三
位候選人昨日拉票位置，各方高叫口號，爭取支持，
氣氛熱烈，場面熱鬧。黃埔東選區有九千一百多名選
民，上屆近半選民都有投票。有選民攜同小朋友去票
站投票，表示會藉區議會選舉向孩子灌輸公民責任，
投票時則會考慮候選人政綱及其過往政績。
梁美芬指，她在區內服務多年，過去成功為區內
爭取不少建設，相信區內居民會支持理性、務實、專
業團隊，而自己是立法會 「雙料」議員有優勢和影響
力之餘，政治立場亦會得到支持，又稱居民不願 「『

佔中』的人令區內出現 『佔領』問題」。對於選情，
梁美芬強調有信心。

重視青少年活動
梁美芬認為，黃埔區居民以中產為主，大多比
較理性、教育程度較高，皆希望香港能穩定發展，
故激進做法未必有市場。此外，對於年輕選民，梁
美芬就稱，一向重視青少年活動，相信亦能得到他
們認同。
昨午，兒科醫生李家仁聯同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盧
偉國、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馬恩國等為梁
美芬站台，並齊齊合唱由《小明上廣州》改編的《小
明撐美芬》，以表示支持。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君彥、林健鋒、張華峰、石禮
謙等下午亦齊現身黃埔為梁美芬拉票。
羅錫明則表示，自己在黃埔居住了27年，明白地
區需要，今次出選有家人支持，不擔心選情。他又認
為，今次該區競爭激烈是好事，相信會令議會進步
。游蕙禎就稱，若投票率高過五成，自己便有機會
勝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