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建聯選委界候選人作四大承諾
設五界別溝通平台 盼與各界續保持更深入交流

今次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中，民建聯派出6位候選人參選立法會選委會界別，包括46號張國

鈞、36號葛珮帆、34號林琳、29號陳仲尼、37號郭玲麗、41號陳凱榮。他們昨日召開記者會

公布「四大承諾」，包括設立五大界別溝通平台、善用議會平台反映各界聲音、夥同界別推動政

府回應訴求、定期匯報議會工作。他們亦希望能夠在未來與各個業界繼續保持更深入的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掃碼睇立選
候選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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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立法會選舉投票前
最後一星期，各候選人繼續
馬不停蹄出席不同選舉論
壇。法律專業協進會昨晚舉
辦法律界候選人選舉論壇，
B1號候選人林新強表示要守
護好普通法及現行的司法制
度，亦要為香港法律業界拓
展粵港澳大灣區的業務。B2
陳曉鋒則表示，「十四五」
規劃給予香港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的定位，法律界可以開
拓創新科技服務，他希望可
在香港的產業轉型、拓展商
機方面擔任更積極有為的角
色。
林新強表示，自己在法律界

30多年，視之為終生事業，形
容自己愛國家、愛香港、愛家
人、愛事業。他希望運用自己
的經驗、知識，在落實「一國
兩制」、促進香港穩定繁榮方
面作貢獻。他希望為業界拓展
業務，尤其是內地業務，讓年
輕律師、大律師等在大灣區發
展。
他又指出要守護好普通法及

現有司法制度，強調普通法是
法律界賴以維生的工具，而現
行的司法制度也在香港行之有
效，既能保障民眾權益，也可
彰顯正義。

陳曉鋒說自己作為法律學
者，長期研究國家憲制及戰
略。他以不變為參選口號，強
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一國兩制」、基本法、法治
的核心價值、普通法傳統等都
不能改變，而法律界亦有責任
加以捍衛。他強調，不變不是
為了停滯不前，而是為了走得
更遠，認為未來的議員要具有
世界眼光、國家觀念、香港的
本土情懷。
在問答環節，候選人被問到

如何幫助香港律師拓展國際市
場及「一帶一路」市場。林新
強表示，律師會、大律師公會
應開更多課程，讓香港律師好
好裝備自己。他亦請求中央政
府讓香港律師在內地實踐所
長。陳曉鋒則表示，特區政府
應在海外城市推廣香港的法律
服務及設立「海外交流」津
貼，讓香港律師拓展人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昨日
向法律界從業員發出公開信，
呼籲同業於周日（19日）踴躍
投票。公開信提到，今次立法
會換屆選舉，為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後首場立法會選舉，其成
功將會對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
和落實「愛國者治港」起關鍵
作用。
該會還指出，新選舉制度帶

來若干重要的改變，包括引入
選舉委員會界別等，而立法會
選舉法律界功能界別合資格選

民的組成，仍然與過往沒有分
別，選民包括香港律師會（可
投票）會員、香港大律師公會
（可投票）會員、律政人員及
法律援助署律師等法律從業人
員。
該會續表示，建立一個和
平及理性的議會、讓香港重
回正軌，需要極具代表性的
立法會議員，故呼籲法律界
從業員，於周日（19日）踴
躍投票，支持大家認為有足
夠代表性的立法會法律界功
能界別候選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
表示，有個別功能界別選民接
獲政府的選舉郵件中，其中部
分信件的英文譯本出錯。發言
人指，出錯信件估計少於200

封，原因是有承辦商在安排寄
運有關選舉郵件時放錯英文譯
本，特區政府正安排盡快將正
確的信件英文譯本重新寄送給
受影響選民，並就事件引起的
不便表示歉意。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黃書
蘭）漁農界亦是
香港社會的重要
持份者。立法會
選舉漁農界功能
界別兩位候選人
昨 日 在 fb 發
帖，介紹政綱。
其中，AF1號候
選人何俊賢昨日
在 fb 介紹推動
休閒漁農業發展的政綱，包括訂立農業補
地價政策，適度容許休閒農場從事經濟型
產業，如餐飲、民宿；容許休閒魚排有限
度經營食肆；加強向旅客推廣本地休閒魚
排及農場；善用已修復的堆填區用地，推
廣休閒漁農業等。
AF2號候選人楊上進昨日在fb介紹農業

及家豬養殖業政綱，包括促請特區政府檢
討現行農地收地賠償及復耕支援，幫助行
業持續發展；加強監管直銷農產品；推動
農業與高新科技結合，提高產品質量及產
量，促進行業邁向現代化；協助受「北部
都會區」發展影響的豬農搬遷和繼續營運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立法會選
舉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兩名候選
人昨日分別在facebook介紹有關出版及文化的政
綱。V1號候選人蘇惠良提出設立「出版發展基
金」，發展數碼出版和網上銷售，推動版權教
育，推廣閱讀文化等；V2號候選人霍啟剛認為香
港要做好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定位，發展成
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並以政策導向支持業
界發展。
蘇惠良昨日在fb上載短片向出版業界介紹政

綱，包括會爭取特區政府設立「出版發展基
金」，推動業界升級轉型，發展數碼出版和網上
銷售；恒常化資助香港書展租金及出版業參與國
際書展，提升閱讀氣氛，打造書香城市；加強對

版權的保障，推動版權教育，保
障作者和出版社權益；支持各區
舉辦「社區書展」，推廣閱讀文
化；並促進特區政府與教育出版
界的夥伴關係，在課程規劃、電
子學習、教科書送審和出版上加
強溝通協作等。
霍啟剛昨日在fb上載其文化政
策的政綱，指出香港的文化藝術
活動百花齊放，而每位工作者對
自己領域的熱愛和堅持，更彰顯獅子山精神的堅
毅不屈和拚勁，並認為香港要做好在國家「十四
五」規劃的定位，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特區政府需把握時間，了解香港文化藝術的

特色和優勢，以政策導向支持業界發展。
他表示，現時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令有關工作

需爭分奪秒，希望業界支持他監督特區政府工
作，爭取更多有利業界發展的政策。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黃書蘭）香
港立法會選舉進出
口界功能界別兩位
候選人連日在fb分
享政綱理念，爭取
選民支持。他們分
別表示，要更好地
凝聚進出口界，促
進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為業界帶來新氣象。
該界別W1號候選人李志峰前日在fb發帖表示，希望能發

揮自己擔任不少與進出口界相關公職的經驗，更好地凝聚進
出口界，為大家帶來新氣象。
同一界別Ｗ2號候選人黃英豪前日在fb上載宣傳短片，表

示其競選口號是「促融入，保繁榮，促貿易，保發展」，認
為業界必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一帶一路」倡議及加
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機遇，維持香港國際
貿易中心地位等。

李志峰盼凝聚進出口界
黃英豪：須融國家發展

林新強：為業界拓灣區業務
陳曉鋒建議發展創科服務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立法會地區直選

的選舉氣氛熾熱。九龍西地區直選候選人昨日繼續在
fb介紹不同政綱，爭取市民支持。他們分別提出要設
立「兒童醫療券」，爭取「全日制學生2元乘車優
惠」，建設青年文化創業基地，支持少數族裔人士融
入社會等政綱，冀能減輕學童家長的負擔，協助青年
人創業，將香港建設成和諧、包容的城市。
1號候選人、西九新動力梁文廣昨日到大角咀設街

站，宣傳政綱。他其後在fb表示，在放學時間，很
多小學生家長均表示支持他提出設立「兒童醫療
券」和爭取「全日制學生2元乘車優惠」等政綱 。
他希望市民支持他進入立法會爭取，減輕學童家長
的負擔。

馮檢基fb發表青年政綱
2號候選人馮檢基昨日在fb發表青年政綱，包括建議
將饒宗頤文化館改建為青年文化創業基地，推動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協助青年人創業；將翠雅山房改建青

年新村，為青年提供優質、廉價住宿等。他並希望能
進入立法會為普羅大眾、中產和基層人士發聲，推動
社會減少碳排放，共建綠色城市。
3號候選人、民建聯鄭泳舜昨日在fb上載多名本地少

數族裔人士為他拉票的短片。他表示，期望能與少數
族裔群體攜手將香港建設成和諧、包容的城市，全面
支持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得到平等機會。

梁文廣倡設兒童醫券 鄭泳舜挺少族融港

蘇惠良冀推數碼出版 霍啟剛：要做好「十四五」定位

何俊賢聚焦休閒漁農業
楊上進望增監管直銷農產品

法學交流基金會籲同業踴躍投票

個別功能界別部分選舉郵件英譯本出錯

●林新強(左)、陳曉鋒(右)
法律專業協進會圖片

●鄭泳舜上載多名本地少數族裔人士為他拉票的短片。
鄭泳舜fb視頻截圖

●梁文廣介紹政綱。 梁文廣fb圖片

●蘇惠良提出設
立「出版發展基
金」。

蘇惠良fb圖片
●霍啟剛文化政策政綱，指出香港的文化藝術
活動百花齊放。 霍啟剛fb圖片

●李志峰 ●黃英豪
●何俊賢介紹推動休閒漁農業發展的
政綱。 何俊賢fb圖片

●楊上進(左)介紹農業及家豬
養殖業政綱。 楊上進fb圖片

張國鈞：選委對跨階層路線抱期望
張國鈞表示，近一個月內參加約70場與

各界別選委的見面會，不少選委對民建聯
的跨階層路線抱有期望，例如工商界選委
考慮在業界如何平衡僱主與僱員間的利
益，有選委提出希望未來確實可以通過議
員傳達意見，推動業界政策，故此作出
「四大承諾」，不僅是承諾選委，亦是向
全港廣大市民的承諾。
葛珮帆介紹「四大承諾」：一是設立五
大界別溝通平台，與各界別分別成立工作
小組，定期舉行會議，並對公眾關注的問
題作政策研究及倡議，聯同界別人士約見
特區政府官員直接反映意見；二是善用議
會平台反映各界聲音，令政府施政更貼近
民情；三是夥同界別推動政府回應訴求，
成立跨界別關注組；四是定期匯報議會工

作，除了一年一度的工作報告外，還要就
不同界別的合作制定相關工作報告，與界
別深入交流，解決社會問題，共商共議，
邁向良政善治。

葛珮帆冀各界關注弱勢群體
葛珮帆表示，不少人關注未來本港再工

業化發展和落實香港發展國際創科中心，
她認為是不小的挑戰，又提出關注香港照
顧者問題，希望社會各界關注弱勢群體，
強調特區政府支援照顧者是刻不容緩。
對於設立新的五大界別溝通平台，與今

年10月宣布成立的聯絡委員會工作會否重
疊？葛珮帆說，早前成立的聯絡委員會是
做聯絡工作，但近月拜會選委後，明白不
應只是聯絡那麼簡單，需要深化合作推展
政策，這也是選委的期望，故兩個平台是
相輔相成，並無重疊。

至於議員需要專才還是通才？葛珮帆指
市民對議員的期望不是單一的，議員必須
面對及學習不同政策，因此做議員不是看
專長還是通才，而是議員要有心做好事
情。

陳仲尼倡設更多離岸人幣產品
具有金融背景的陳仲尼指自己若晉身議

會，將擔任民建聯金融事務委員會發言
人，以多年金融經驗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及離岸人民幣樞紐的功能地位。他提出
在香港設立更多離岸人民幣產品和以人民
幣計價的投資工具，以及環境、社會和企
業管治（ESG）投資概念，以香港為龍頭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成為綠色金融中心。

林琳：港營商需內外引資投資
林琳指，最近香港商界地位都受到外部

影響，立法會設有專門對外的聯絡小組，
她若當選將加入該小組。她稱香港營商需
要對外、對內的引資投資，希望通過與外
國代表團的交流，對外講出香港真實情
況，以及國家最新政策，幫助外國了解
「十四五」規劃下香港如何定位，商機如
何經過香港進入內地市場等。

陳凱榮盼推動更多青年參政議政
九十後的陳凱榮提到，希望推動更多青

年參政議政。若他當選，將首先提出在地
區「三會」增設青年委員，有助年輕人在
地區層面分享意見，增加參政議政經驗，
認為這符合本港社會需要。

郭玲麗冀團結各議員推教育改革
作為前線教師的郭玲麗則希望團結各議

員推動教育局進行教育改革。
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51名候選人名單
可掃二維碼到文匯網閱覽。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民建聯候選人召開記者會公布「四大承諾」。左起：郭玲麗、陳仲
尼、葛珮帆、張國鈞、林琳、陳凱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