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促房屋基建 緩解民生痛點
工程界選委冀房策訂路線圖 推動全民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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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

●落實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維護
國家安全及法律，保持香港繁榮穩
定

●支持完善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

●推動制定全民安居計劃

●倡議短、中、長期基建藍圖，平衡

發展、環保及社會需要

●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及新型基礎設
施建設（5G、數據中心、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等）

●在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創造青年

工程師發展機會

●團結工程師，維護專業操守

●鼓勵工程師積極推動環保工程、參

與社會事務，促進良好管治

●加強政府與工程專業及社會的有效
溝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工程動力工程動力（（EPEP1515））十大政綱十大政綱

工程界界別分組在選

舉委員會共有30席，大

多數工程界選委昨日會

見傳媒，闡述理念。他

們希望在完善選舉制度、社會趨於平穩後，特區政府可推動各項

民生工程有序落實，聚焦解決房屋等深層次問題，並全力支持粵

港澳大灣區互動協作，深化香港與內地各地域的合作交流，推動

創新科技發展及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香港年輕人創造發展機

會，又認為應設立路線圖、時間表、問責機制，盡快解決全民安

居的問題，推動落實良政善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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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界選委昨日在金鐘會見傳媒。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當然委員

鍾國輝致辭時表示，工程界選委一直
以來都支持「一國兩制」，響應「愛
國者治港」理念，在未來立法會選舉
及行政長官選舉中，定當認真及謹慎
地選出才德兼備的管治團隊，落實
「愛國者治港」，令「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

深化兩地交流 為港青謀出路
他指出，工程界致力服務社會，推
動經濟，促進基建和房屋發展，緩解
香港現時的房屋問題，務求令香港各
階層安居樂業，維持香港繁榮穩定。
業界亦全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互動協
作，深化香港與內地各地域的合作交
流，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及新型基礎設
施建設，為香港年輕人創造發展機
會，為香港發展出一分力。
鍾國輝表示，完善選舉制度對工
程界非常重要。目前，大部分工程
都是政府主導，在社會環境趨於平
穩後，特區政府可將有關民生的工
程有序地落實，令工程界的工作相
對平穩，此舉對社會的發展及民生
均有好處。
與部分工程界選委組成「工程動力
（EP15）」團隊（政綱見表）的香
港建造專業人士協會會長嚴建平表
示，希望新一任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

員能善於破解香港深層次矛盾，團結
各方不同意見人士，以民為本，為民
請命，不怕挑戰惡勢力，不怕有利益
衝突，敢於擔當及鬥爭，帶領香港創
造美好明天。
他強調，在眾多民生問題中，房屋

問題乃重中之重，特區政府須領導全
社會採取一切可行措施，為告別籠
屋、劏房及青年住房問題而盡力。同
時，政府應訂定範圍、目標、路線
圖、時間表、問責機制，採納多方建
議，包括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推薦的
短、中、長多元策略，全方位出擊，
盡快解決全民安居的問題。

盼均衡工程量免「時餓時飽」
就目前工程界面臨的問題，嚴建

平指出，近年社會動盪導致工程量
減少，而未來隨着香港局勢的穩定
和理性化，相信工程量會突然增
加，導致業界出現「一時飽死，一
時餓死」的現象，希望政府可作均
衡安排。
他說，香港的工程審批過程過於冗

長繁瑣，導致工程時間加長，增加不
必要開支，希望政府可減省部分程
序，令工程審批更順暢。他並建議政
府改善投標制度，因為現時制度着重
「價低者得」，業界普遍認為奪標價
遠低於實際所需，導致難以維持有質
素的工作，影響整個業界。

工程界選委名單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當然委員

鍾國輝、蘇澤光、陳家駒、林健榮、高志偉、
霍偉棟、關繼祖、陳國璋、歐陽伯權、郭振華、
張志剛、梁廣灝、黃遠輝、陳慶龍、蔡豐松

自動當選（「工程動力（EP15）」）

嚴建平、姚勳雄、陳瑩瑩、蔣東強、韋志成、
何安誠、潘樂陶、黃維安、朱沛坤、李炳權、
邵賢偉、鄧銘心、卜國明、馬紹祥、鍾小平

●工程界選委昨日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
舉委員會第五界別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當然委
員、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昨日探訪公
屋家庭，聆聽基層市民聲音。唐英年
表示，今屆選委比以往賦權更多，責
任更重，每一位選委都有責任更加了
解市民生活及需要，才能做到「急市
民所急」，真正關心愛護市民。其
中，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特區政府
應成立「規劃地政房屋局」，歸納與
房屋有關的政策局，令各部門的工作
融會貫通，突破現時關卡。

訪公屋基層戶 了解住屋所需
唐英年昨日到梨木樹邨探訪公屋家
庭，與市民吳伯、吳太閒話家常。兩
位長者對唐英年的來訪表示歡迎，並
希望唐英年能更多到訪基層家庭。吳
伯表示，自己在1975年開始入住該公
屋單位，至今已有40多年。他指，之
前疫情對生活略有影響，自己亦盡市
民責任，盡量減少出街，三個女兒每
周都會過來探望，大家共同聊天已覺
非常滿足。吳伯指出，現時居住環境
雖較舊，但空氣非常流通，長期開風
扇都住得非常舒服。
唐英年在聊天時提到，特區政府正
積極興建公屋，其中一種方式是重建
舊屋邨，增加更多單位，更好利用資
源，居民可暫時安置在其他地方，重
建完成後可優先選擇單位。吳伯則擔

心新式樓宇的通風程度或不如舊樓，
且租金可能更高，長者或難以負擔，
「細啲都無所謂，但租金要適合。」
唐英年表示，今屆選委會委員比以
往賦權更多，責任更重，每一位選委
都有責任更加了解市民生活及需要，
才能做到「急市民所急」，真正關心
愛護市民。
針對市民面對的住房問題，他直言
這是重中之重，並建議特區政府成立
「規劃地政房屋局」，歸納同房屋有
關的政策局，令各部門融會貫通，突
破現時關卡。
唐英年同意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有意

改組政策局。他指出，在國家「十四
五」規劃中，首次提出支持本港發展
成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西九文化區未
來3年將會推出包括M+博物館、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等，硬件已十分齊
全，有需要成立文化旅遊局。

冀便利內地港人立會選舉投票
除了周日的選委會選舉，今年12月
還有立法會選舉。唐英年強調，投票
是公民責任，亦可藉選票表達對候選
人的意見，他呼籲市民在12月立法會
選舉時盡公民責任，出來投票。
他亦希望12月前可以放寬通關安

排，讓身處內地的香港市民能回港投
票。如果屆時依然不能放寬，特區政
府在關口設立投票站亦是一個折衷方
法。

唐英年倡設政策局 規劃地政房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除了了解基層長者生
活，選委會當然選委、全國
政協常委唐英年昨日還聯同
同鄉社團界別分組選委姚茂
龍、曹元石探訪位於土瓜灣
的鋁材舖，關心疫情下香港
的經濟發展情況。他表示，
商戶最關心的是通關問題，
相信絕大多數市民都希望可
盡快放寬通關安排。
唐英年昨日到位於土瓜灣的

鋁材舖探訪，並與負責人華惠
康交流。華惠康表示，現時的
生意並未恢復到疫情前的水
平，期望早日放寬通關。他指

出，建築材料主要由內地運
入，由於目前無法到內地親自
挑選材料，而且內地及香港的
要求和標準不同，許多時候要
等到材料到達香港後才發現品
質不佳，加上運輸成本提升，
對公司影響較大。
唐英年表示，已就恢復正常

通關的安排提出建議，認為可
以嘗試「先行先試，循序漸
進」的方式，不需要一下子全
面恢復通關，以免風險過大，
特別是香港並未推行健康碼，
故建議讓自願使用內地健康
碼、有需要到內地的港人可以
回內地。

冀放寬用健康碼港人回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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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委會員
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將於周日舉行，投票時間為
上午9時至下午6時。選舉事務處昨日發稿，講
解投票日安排，並呼籲投票人或獲授權代表當
日帶同香港身份證正本前往指定投票站投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昨日表示，特區
政府已經制定保安措施，準備就緒，確保選舉
有序舉行，又呼籲市民切勿鼓吹他人投白票或
廢票，以免觸犯法例。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昨日在新聞稿中表示，

根據法例，只有載列在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
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上的已登記投票人
或獲授權代表才可於投票日投票。投票人或
獲授權代表可以利用「選民資料網上查閱系
統」或選舉熱線2891 1001確認投票人或獲授
權代表身份，亦可在網上系統查閱獲編配的
投票站名稱和地址、地圖位置、投票日期和
時間等資訊。
發言人還介紹了投票安排的注意事項，包括

是次選舉的一般投票站會首次使用電子選民登記
冊系統發出選票，投票人或獲授權代表須出示香
港身份證，供工作人員掃描後才會獲發選票。
投票站亦首次設立兩條隊伍，一條供年滿70

歲或以上長者、孕婦及因身體狀況而難以長時間
站立排隊的人士；另一條隊伍則供其他投票人或
獲授權代表使用。

選舉事務處：干擾投票違法
投票站內不會有任何人臉識別裝置，任何投
票人或獲授權代表在投票站內干擾別人投票，
或使用電子器材進行通訊或拍影片、拍照、錄
音或錄影即屬違法。投票結束後，投票箱會運
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中央點票站，候選人、
選舉代理人、監察點票代理人、傳媒及市民屆
時可以到中央點票站的指定範圍觀察點票過
程。今次公眾席有約350個座位，選舉事務處
將於投票日晚上6時30分起，以先到先得的形
式安排公眾人士入場，額滿即止。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昨日則主持了危機

管理委員會首次會議。在昨日的危機管理委員
會會議上，選管會聽取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警務處就不同情況
的評估，及投票日的部署。
馮驊表示，危機管理委員會將會協助選管會

在投票當日密切監察選舉的進行，並處理影響
選舉的不同事故情況。是次選舉是《2021年
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通過後首場
公共選舉。選管會會致力依照公開、公正和誠
實的原則，根據法例作出切實可行的安排。

●唐英年探訪位於土瓜灣的鋁材舖，關心疫情下香港的經濟發展
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微信公
眾號昨日發表題為《實現香港良政
善治的必要之舉》的「人民銳
評」，摘要如下：
●能不能真實反映大多數人的聲
音、更好回應人民的訴求，是衡
量選舉制度優劣的重要標準。
●新選舉制度下，選委會規模由
1,200人增加到1,500人；原來的四大

界別拓展為五大界別；38個界別分組
增加到40個並實現優化調整；不僅選
舉產生行政長官，也選舉產生較大比
例的立法會議員，並直接參與提名所
有立法會議員候選人。香港各界廣
泛、均衡的政治參與得到有力保障。
●從生活在劏房裏的市民、辛勤

勞動的農民漁民，到大學校長、香
港兩院院士，再到全國性團體的香

港成員代表，有着廣泛的代表性，
通過選舉，無論具有怎樣的身份、
從事什麼樣的工作，都有機會通過
選舉發出聲音、表達訴求。
●近年來，香港的房屋、土地、

就業等重大民生問題凸顯，亟待破
解。新選舉制度將第三界別修改為
「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突出
「基層」，為的就是更好代表基層

民眾利益，反映相關群體訴求。這
些都充分證明，新選舉制度有利於
維護香港社會整體利益。
●政通則人和，人和則事興。有了
這樣具有廣泛性、代表性的選舉制
度，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這樣的選
舉，最終能選出真正關心香港、熱
愛國家的合格管治者，理順行政立
法關係，為實現良政善治鋪平道路。

人民銳評：實現香港良政善治的必要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