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委落區探街坊 長者婦孺笑呵呵
人大代表訪社區中心 承諾接地氣察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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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出席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部分
選委包括吳秋北、李應生、胡曉

明、蔡毅、雷添良、霍震寰、鄺美雲。
身兼樂群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吳秋北介
紹該中心時表示，中心成立旨在以人
為本，並以「助人自助 敬業樂群」
為服務宗旨，關懷基層服務對象的需
要，幫助他們突破局限，盡展所長。
為弱勢社群、基層家庭兒童、青少年、
長者、新來港人士等提供服務。
參觀過程中，一眾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首先與長者會面，並與他們玩遊
戲。由於臨近中秋節，遊戲形式就是
讓長者說出「中秋節最想做、最想吃
的東西」等，大部分長者均希望一家
團圓，坐下來吃頓豐富團圓飯。互動
過程中他們寫寫畫畫地溝通，霍震寰
大讚不少長者「相當之叻」，很多食
物名稱都懂得寫。雷添良亦指，以畫
公仔的形式表達，相當簡潔。

鄺美雲展歌喉氹長者
鄺美雲更即場大展歌喉，令長者們
笑逐顏開。她指，中秋就是要賞月，
於是即席清唱一曲《月亮代表我的
心》，其他港區代表在旁拍手附和，

唱畢後在場的長者立即說：「好好
聽，還好聽過鄧麗君」，鄺美雲笑
言︰「我都是第一次戴着口罩唱
歌。」
及後，一眾港區代表再探訪婦女和

諧粉彩減壓班，參觀婦女以粉彩繪成
的畫作，並大讚畫功相當好。李應生
指，畫作相當漂亮，還可作為親子活
動，較打遊戲機更有意思，值得推
廣。
至參觀兒童興趣學習班時，一眾港
區代表亦觀察了一雙雙小巧手製作花
燈的過程，廖長江亦發揮「建制派班
長」本色，問在場的小朋友，「做花
燈時要注意什麼？」小朋友立即回答
「專心，手還要放輕下，不能太大
力。」場面溫馨。
訪問完畢後，鄺美雲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隨着完善選舉制度的
落實，港區代表作為選委，更加要接
地氣，了解市民實際需要，再向特區
管治班子反映。她說，從這幾天接觸
所得，市民大眾都希望安居樂業，故
一眾選委在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舉中
必須「金睛火眼」，選賢與能，以符
合市民期望。

完善選舉制度後，選舉委

員會體現出更廣泛、更均衡

的參與，而選委亦更貼近社

區、了解市民需要。一眾選

委繼剛剛周六周日落區與市民全方位接觸後，作為選委會當然

委員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其中部分選委，昨日到堅尼地城樂群

社會服務處黃光漢社區服務中心進行探訪活動，與長者、婦女

和兒童互動。多名長者對有選委關注他們的需要表示相當開

心，並希望特區政府多關注長者福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宗教
界界別分組香港道教聯合會有效提名
10位選委，其中當選委員、香港道教
聯合會主席梁德華、副主席葉永成日
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相
信在新選舉制度下，香港社會能夠增
強凝聚團結力量，支持特區政府落實
好各項政策，推動香港整體發展。他

們並呼籲未來的管治者及教育界戮力
同心，重視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為
香港未來發展作出貢獻。
談及對香港特區未來管治團隊的期

望，梁德華說，道教思想向來重視社
會團結、和睦共融，大家可以有不同
意見，但要懂得包容，和衷共濟，努
力發展經濟，因此，香港的管治團隊

一定要是愛國愛港，忠於國家，並且
有能力推動香港繁榮安定。
葉永成則期望，新的管治團隊可

以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與深
圳加快及落實合作發展河套區，共
同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深圳
園區，及位於落馬洲河套的香港園
區，實現「一國兩制」下，位處

「一河兩岸」的「一區兩園」，便
利兩地各種業務及人員的交往，合
作共贏。
在教育方面，葉永成認為，要培

養愛國愛港的下一代，學校須加強
國民教育，讓年輕一代明白他們與
國家 14 億同胞血脈相連。另一方
面，要吸引優秀師資，例如提高薪
酬、增加晉升機會，並提供慷慨的
獎學金鼓勵學生入讀師範學校或教
育大學。

道聯會選委倡增國教 育愛國愛港情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
舉委員會第一界別地產及建造界界別
分組選委、機電工程商協會會長曾慶
祥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作為選委主要關注幾方面問題，包括
加強與特區政府及持份者溝通、加強
培育年輕工程師、融合國家大灣區工
程發展等。他強調，一定要由愛國愛
港人士擔任治港者，令特區政府更有
效率地帶領香港發展，加強社會和諧
及安定。
曾慶祥表示，完善後的選舉制度最

明顯是要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治港
者，令特區政府更有效率地帶領香港
發展，加強社會和諧及安定，同時配
合中央政府的政策，把握當中機遇。
他期望，選出有能力、有理想和做實
事的行政長官候任人和立法會議員，
以令將來所有政策施行時都可確保
「一國兩制」能夠落實和行穩致遠。
至於選委會未來會選舉出40位立法
會議員，他希望在建築和機電界能選
出更有代表性的立法會議員，為業界
加強與政府及持份者溝通，爭取業界
利益。
對於以往有部分立法會議員的行為

比較激進，曾慶祥指他們拖慢整個議
會審批流程，影響民生，希望未來的
治港者能團結各界，聚焦發展改善民
生，亦要加強聆聽市民聲音，並付諸
行動回應訴求。
在參選政綱方面，曾慶祥表示希望

能引進創新建造方法提升工程安全及
質量；加強與政府及持份者溝通，爭
取業界利益；促請政府盡快推出有利
民生的基建；促請政府優化審批程
序；加強培育年輕工程師；及融合國
家大灣區工程的發展。

育工程師確保行業動力
他說，業界希望可以培育更多年

輕工程師，確保行業動力，同時建
築業非常重視工業安全，期望能引進創新建
造方法，提升工程安全及質量，幫助業界加
強安全管理。在加強與政府及持份者溝通方
面，他希望加強協同效應，爭取業界利益，
特別是政府能優化審批程序，讓其更有效率
和加快速度。
曾慶祥亦希望香港能融入國家發展，把握粵

港澳大灣區工程的發展空間，包括最近社會上
熱議的「前海方案」。另外，在國家「十四
五」規劃的綠色建設方面，他相信內地的發展
會快於香港，認為值得香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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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選委會
新增的「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界別
分組共27人獲有效提名，當中10位選
委昨日舉辦記者會，介紹個人政綱，
冀在新選制下充分發揮內地港人團體
「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橋樑作
用，將內地港人真實情況及建議反映
給兩地政府及有關部門，以「身邊人
帶身邊人」的模式，助力更多港人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並選出真正的愛國
者管治團隊，為香港社會經濟繁榮穩
定貢獻力量。
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會長馮

國佑表示，將繼續搭建兩地專業人士
交流交往平台，為祖國騰飛、香港繁
榮貢獻智慧和力量。談到支持內地港
人的舉措，他表示，要走「老中青」
路線，一方面幫助港人在京創業及協
助他們認識兩地創新創業上的發展，
包括舉辦中小企業的創業工作坊，另
一方面發展對在京的香港青年學生工
作，令學生對祖國有充分認識、有歸
屬感，增進兩地學生交流，消除誤

解。
上海香港聯會會長陳浩華表示，滬

港兩地同為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視
窗，經濟功能高度契合、合作空間廣
闊，應依託國家「十四五」規劃及
「一帶一路」商機，發揮所長，建立
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他認為，要擔當起表達在滬港人心

聲、民意的職責使命，進一步凝聚在
滬港人，傳遞愛國心，同時推動青年
政策的制定實施，引導並幫助香港年
輕人創造更多機會。

主動對接當兩地溝通橋樑
香港內地經貿協會會長黃炳逢認

為，應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關注內
地港人的議題，更要關注國家整體發
展，促進香港與內地的深度融合和雙
向融合，令香港找到自身重要價值和
定位，為民族復興發揮最大、最獨特
的作用。他希望，加快推動對香港民
生經濟、金融服務等方面貼地政策的
實施，讓香港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深圳市前海香港商會首席會長馬鴻

銘表示，商會作為香港、深圳企業間
的溝通橋樑，將主動對接，做好港深
「超級聯絡人」，進一步促進港深之
間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積極發揮平
台作用，協助港人港企深入了解「十
四五」規劃。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會長邱偉銘表
示，內地港人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
也是堅定的愛國者，未來將一如既往
發動僑商資源及優勢，團結內地港
人、港企，推動香港對接國家「十四
五」規劃，除了在政策、產業、市場
上對接，更要在理念、思路上對接，
促進兩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真正
實現「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
港更好」。
廣州花都區在花港人聯誼會代表王

東明表示，作為首屆愛國愛港、內地
港人團體的代表界別分組選委之一，
深感任重而道遠，但有堅定信心能在
未來選舉中發揮作用，選出真正的愛
國者管治團隊。他認為，幫助港人了
解國家方針和政策，掌握時代大變局
中港人的定位，讓港人在內地安居樂
業，亦能促進兩地金融、經濟更加融
合、蓬勃發展。
佛山禪城區港人交流會代表羅家聰

表示，履行選委職能時會聽多方聲
音，但有堅定不移的大前提，就是從
國家安全和香港整體利益出發，作出
符合國家和香港整體發展利益的選
擇，落實「愛國者治港」，令香港恢
復社會秩序，市民自由權利得到保

障，專業團體重回專業，堅守「一國
兩制」。他又希望促進香港與佛山企
業互通互補，把握「十四五」機遇，
達至雙贏。他認為，港企轉型勢在必
行，從出口轉內需，從「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到「融入國家，面向世
界」。

扶港青坐上「十四五」快車
還有3位選委線上出席會議。廣州市

天河區港澳青年創業服務中心代表陳
賢翰表示，將秉承香港青年服務香港
青年的精神，在工作、生活、子女教
育及認識國家政策等方面給予相應支
持，扶持香港基層青年在內地創新創
業，幫助他們坐上「十四五」規劃的
經濟快車。作為在內地創業發展的香
港青年，他表示，成為選委深感使命
光榮，會全力支持「愛國者治港」。
重慶海外聯誼會—在渝港澳企業家

分會代表張鵬表示，將一如既往擁護
「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促進巴渝和
香港的聯繫，積極搭建橋樑和平台。
他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也將堅定
與香港各界攜手，為香港的繁榮發展
作出更大貢獻。
惠州仲愷高新區港澳青年創新創業聯

合會會長宋東表示，香港正進入再工業
化進程，應積極發揮優勢，加快建設科
創中心，擴大兩地人才交流，主動對接
國家「十四五」規劃。在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中，惠州可為科研成果轉化，提供
龐大市場，未來亦會陸續展開青年喜愛
的各類文化交流，吸引香港青年在內地
打拚創業，成就人生。

內地港人團體代表：力助港人融大局

關 懷 長 者

童 行 互 動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探 訪 婦 女

●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界別分組當中的10位選委，昨日舉辦記者會介紹個人政
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