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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潤集團粵港澳大灣區首席戰略官李浩然昨日報名參選商界
（第三）界別分組。他指出，很多中資企業在香港長期扎根，
部分甚至有過百年歷史，中資企業將充分發揮在港自身優勢，
以及利用與內地的聯繫，協助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新經濟轉型時代找到出路，亦會承擔社會責任，為香港經濟
作貢獻的同時，回饋香港市民。

●中國企業協會執行董事、交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譚岳衡
昨日報名參選商界（第三）界別分組。他表示，中資對香港經
濟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過半來港上市的企業是來自內地，
中企亦是保障「愛國者治港」的中堅力量。他指，香港國安法
自實施以來，解決了治安和安全的問題，下一步還有民生問題
和深層次矛盾有待解決，中資企業可在這方面發揮作用，帶動
香港本地中小型企業發展，培養青年商界人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前局長、WeLab Bank董事局主席陳家強昨日
報名參選時表示，完善選舉制度後，選委會扮演重要角色，希
望新機制能選出愛國愛港人士，改善香港政治制度，解決民生
問題，並期望未來管治班子能多推動金融科技發展，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副行政總裁葉子建昨日報名參選時表
示，香港經歷2019年的社會事件後，需要穩定、理性、包容的
社會環境。期望未來的行政長官能團結大多數香港人，維持自
由、開放、理性、包容的社會環境，致力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完善營商環境，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社會問題。

●已獲確認為當然委員的金利豐金融行政總裁朱李月華昨日率領
17人名單報名參選金融服務界界別分組。陪同他們報名的香港
中資證券業協會永遠名譽會長謝湧海接受訪問時表示，9個金融
服務行業協會此次通過協商，選出17位具有代表性的候選人參
加選委會金融服務界選舉，期望業界今後能團結合作，促進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幫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參選人之一的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表示，非常支持完

善選舉制度，認為可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17位批發及零售界代表組成名單，昨日在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
議員邵家輝的陪同下報名參選。他們幾乎全取業界選民的提
名，參選團隊表示，批發及零售業在過去兩年面對前所未有的
嚴峻考驗，期望能凝聚業界力量，為業界締造有利的經營環
境，協助業界開拓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市場及海外市場，提升香
港品牌知名度。

參選團隊成功取得62個批發及零售商會提名，角逐今屆選舉委
員會17個席位。報名參選的業界商會代表涵蓋不同界別，包括零
售、百貨、珠寶、鐘錶、食品、中藥業及藥房等。
17位參選人提出共同政綱，希望團結業界同心抗疫，爭取適

切紓困措施；爭取香港與內地早日恢復通關；促進社會和諧，
維持穩定有利營商環境；維護香港「購物天堂」地位，加強香
港競爭力；協助業界開拓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市場及海外市場，
提升香港品牌知名度；以及爭取政府支援發展，減少不必要規
管和徵費。

●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董事總經理陳錦榮率領15人名單，
報名出選會計界界別分組選委，有關15人均在上市公司從
事審計工作，共取得 20 張提名票。陳錦榮指，會計界有
眾多優勢，人員年輕化，有先進的專業技術，會推動青年
會計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並維護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團隊參選口號是「為國家、為香港、為業
界、為青年」。

●會計界選委中有15席經提名產生。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協會共推
選15名專家代表，該會會長趙柏基昨日到觀塘選舉事務處遞交
提名表格，他表示，會努力踐行「凝心聚力，建基拓業」宗
旨，推動香港與內地行業間的共同協作，積極培養更多優秀的
專業人才。
● 趙柏基提到，該會提名的15名選委涵蓋會計師事務所、商界
和公營機構，極具廣泛代表性，參選人會以愛國愛港、自強不
息、拚搏向上、靈活應變的香港精神，致力提升香港會計界的
專業影響力，為香港作為國際領先的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可持續
發展貢獻力量。

●昨日報名參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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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經濟功能高度契合、合作空間廣
闊，兩地應依託「十四五」發展帶來的重大機遇以及「一帶一
路」商機，發揮各自優勢，推動滬港合作交流，引導並幫助香
港年輕人創造更多機會。

●香港內地經貿協會提名該會會長黃炳逢參選「內地港人團體代
表」界別分組。黃炳逢表示，如果能夠做選委，希望不單只代
表內地港人團體，為他們關心的議題發聲，亦希望能夠積極履
行好自己的責任，選出更好的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人選，解
決好香港的社會、經濟、民生問題和深層次矛盾，嘗試更多的
創新方式做好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已於選舉提名期首日報名的廣州市天河區港澳青年創業服務中
心總經理陳賢翰昨日表示，感謝特區政府重視內地港人的聲
音，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投放更多資源給香港青年和中小企業，
吸引和帶動更多港人和企業到內地發展。

拓灣區市場 融國家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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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昨日繼續接受提名

表格，全日共接獲434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及6份指定團體提

名表格，數目為提名期開展以來的新高，其中地區組織收

到72份提名表格、漁農界收到60份提名表格、基層社團及

同鄉社團則分別有43份及36份提名表格。

各界參選人提出各自政綱，冀在落實「愛國者治港」的

原則下，推動香港前行，包括助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把握大灣區機遇；為基層市民和打工仔爭取權益，

改善民生；還有在教育、創科等範疇，提出專業意見，冀

完善香港教育制度，助力國家科研發展等，冀香港未來在

不同領域繼續大放異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文森、子京、于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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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科資本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
邱達根聯同多名大學學者及科
技公司董事總裁等組成14人團
體「科創力量」（TI Pow-
er），參選科技創新界選委。
邱達根指，團隊理念是科創為
民，善用科技服務市民；科創
為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科
創為國，助力國家科研發展，
希望於創科界各社群共同攜
手，貢獻專業能力，造福香
港，造福下一代。
「科創力量」成員來自科技界
不同層面，有金融科技、生物
科技等領域專家，亦有投資界
和創業人士，包括海康生命科
技有限公司主席暨行政總裁于
常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
院長（研究）兼轉化腫瘤學國
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
學）主任盧煜明、香港理工大
學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研究中
心香港分中心主任鍾國輝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立
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陪同17位
紡織及製衣界代表報名參選。
梁君彥表示，17位參選人既是
業界的中流砥柱，亦是愛國愛
港人士。參選人之一、香港紡
織商會會長朱立夫表示，今次
17位參選人都是來自愛國愛港
團體，希望可以幫助業界拓展
業務，特別會在推動業界的創
科發展多下功夫，如與理大、
科大加強合作，帶動香港紡織
業再上一層樓。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監警會前主席梁定邦及前政協常委劉漢銓
等15名法律界人士組成名單參選法律界選委。劉漢銓指，今次
名單涵蓋老、中、青，希望當選後盡力做好工作，選出符合
「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人選，確保「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並鞏固法治精神，同時為業界爭取更大發
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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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一國兩制」
固法治精神

十多個教育團體組成了「教育專業聯盟」，
並派出13名代表昨日報名參加教育界別分組選
舉。聯盟宣布將以「多元、專業、穩定、發展
建構香港教育美好明天」作為政綱，聯盟召集
人招祥麒指，將來如果當選，必定履行職責，
提名及選出以教育為先，對香港教育政策有規
劃、決策及推動能力的特首和立法會議員。
「教育專業聯盟」由香港津貼中學議會、津

貼小學議會、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香港直接
資助學校議會、香港特殊學校議會、香港幼稚

園教育專業交流協會、香港島校長聯會、九龍
地域校長聯會、新界校長會、香港教育工作者
聯會及教育評議會，團體涵蓋特殊教育、中小
幼等不同學習階段，聯盟推舉了13名代表報名
參選，並於昨早前往政府總部交表。
「聯盟」有多項參選政綱，包括在專業方

面，要求政府檢視現行教育條例及教師專業守
則等，同時在近年適齡學童出現驟增驟減的變
化方面，協助學校應對危機。在整體教育規劃
上，聯盟提出堅持「一國兩制」，加強中史、
文化和國情教育，重視公民與法治教育，強化
兩文三語的語文政策，培養學生立足香港、心
懷祖國、放眼世界的胸襟和視野，並發揮香港

教育獨特優勢，規劃發展成為大灣區及亞洲教
育樞紐。

重視公民教育 育學生識國情

●「社福Team動力」10名成員昨早報名參選社福界界別分組選委。樂
群社會服務處總幹事黃萬成表示，團隊有三方面的訴求：第一，團結
各大小社福機構，致力改善住房、就業、醫療以及貧富懸殊等民生問
題；第二，增加機構的資助金額、提供服務以及辦公場地、改善不同
工種的人手編制；第三則是重啟長遠福利規劃，支持社福機構參與以
及貢獻粵港澳大灣區的社會服務發展。
環球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漢祥則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將會為香港帶來很多機遇，不能缺少社會福利業界，期望未來的行
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人選能夠認真研究如何為在大灣區內發展和生活
的港人提供恰當的社會福利，以及全方位研究大灣區社會福利人才
庫，讓業界不同類別的從業員有更理想的發展。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李方沖昨日報名參選勞工界界別分組。他表
示，今次參選希望代表公務員工會積極參與新選舉制度，期望下屆政
府團結全港工會及愛國愛港人士，敢於擔當，為香港繁榮穩定做實
事，包括處理香港的眾多問題如土地、民生、教育及公務員管理。

●勞聯主席林振昇昨日陪同8名參與的工會代表前往上環海港政府大樓報
名，包括副主席譚金蓮、儲漢松和陳萬聯應及其他勞聯工會代表，截
至昨日勞聯共推薦13名工會代表參選。勞聯提出12點選委政綱，包括
立法規管工時、全面檢討職業安全政策；全面支援婦女就業、推動兩
性職業平權；設立恒常、有效的失業援助機制等等。
林振昇表示，過去兩年社會和政府都耗費大量精力處理社會事件，至
現時社會逐步回復穩定，勞聯透過參與選委會選舉，在未來的行政長官
選舉中，推動政府未來的施政能夠進一步完善產業結構、改善勞工政
策、創造就業職位，確保市民能分享經濟成果，確保勞動價值得以彰
顯。
譚金蓮表示，香港現時出現失業和勞動力錯配的問題，加上在產業
結構已經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希望能將勞工的聲音反映在選委會內，
並提高香港的生產業發展，例如使用創科發展新產業。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在新社聯會長梁志祥、副理事長周浩鼎
及李世榮陪同下，到灣仔修頓中心報名參選基層社團界別分組。劉江
華表示，過往香港有不少混亂和對抗性質的政治文化，但相信在選委
會組成後，這種文化會告別，期望未來的政治文化能有合作、協商、
和諧的局面，強調這對香港的未來發展非常重要。

●新社聯榮譽會長張學明昨日報名參選。他表示，過往政府對基層組
織的重視程度嚴重不足，今次通過完善選舉制度，顯示中央及特區
政府對基層團體的重視，他亦對有機會報名感到開心。希望在未
來，特區政府可以以民生為重，及擺放更多資源在基層團體上，造
福全港市民。

●「元朗議會監察聯盟」召集人李月民昨日報名參選基層社團界別分
組。他表示，在完善選舉制度下，擴大了基層組織的參與機會。作
為基層代表一員，義不容辭要積極參與今次的選舉。香港已由亂及
治，希望透過完善選舉制度下，成功選出愛國者，讓社會重回正
軌，施政更為順暢。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趙秀嫻昨日報名參選。她表示，過往擔任區議
員時，已經與街坊們有密切的接觸，今次選委會新增基層社團界別分
組，當然義不容辭，冀能夠為基層發聲，讓香港有更美好的發展。

●民建聯前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表示，過去一段很長時間，香港處於政治
紛亂之中，近數年情況變得更壞，社會發展受到拖累，隨着香港國安
法及完善選舉制度落實後，社會得以撥亂反正，任何一位愛國愛港人
士，都應該義不容辭，積極參選。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陳曉津昨日報名參選。他希望作為同鄉代表，
更好地服務香港，又直言成功當選的選委責任十分重大，希望將同鄉社
團的聲音和訴求帶入選舉委員會，為香港未來的政策和發展方向出一份
力，及為本港市民選出有能力、有承擔、有抱負的治港者。他亦希望下
一屆管治班子能夠更多聚焦民生，改善及解決住屋、長者、就業、教育
等各方面問題，讓市民安居樂業。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副會長樊敏華表示，作為同鄉社團的代表報名參加
選委會選舉，感到特別高興，也感到責任特別重大。他希望能將鄉親
盼望香港長治久安、不再出現亂象的強烈訴求帶進選委會；把有管治
能力的、肯承擔的堅定愛國者選進特區的管治隊伍；把對民生的訴求
包括住房、上學、教育、創業、就業、醫療、衞生、養老等等不同的
訴求，帶進選委會，讓鄉親、讓大家能過上安居樂業的好日子。

●報名參加同鄉社團界別分組的香港天津聯誼會常務副會長蔡關穎琴表
示，自己一向都很關心社會事務，尤其是婦女權益問題。而今次參選
冀能帶出正能量，用真心服務社會，只要對國家好、香港好的事情，
都會全力以赴。蔡關穎琴更指出，融入國家發展策略，是香港未來重
中之重的工作，要有效落實這個大方向，社會不同層面及團體等，都
應該團結一致萬眾一心。

●觀塘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民建聯觀塘區區議員顏汶羽昨日到灣仔
報名參選。他表示，作為長期在觀塘服務的地區服務者，希望將地區
的聲音帶進選委會內，以及得到團體選民的支持。他希望從政者包括
未來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都應該多落區，聆聽地區基層市民的聲
音，令其政策制定更加成熟和扎實。

●報名參選的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朱立威表示，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將關於民生、房屋、青年上流等問題帶進選委會，反映地區的聲音。
同時，他希望推動政府和三個地區委員會的溝通和聯繫，促多撥資源
予這些委員會。

●報名參選的秀茂坪分區委員會副主席洪錦鉉表示，今次參選主要希望
能夠推動「愛國者治港」得以全面落實，與此同時，希望向特區政府
提供意見，冀有關方面能夠關注及提升分區委員會的職能，增加與分
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溝通，舉行定
期會議，使制定政策時更能反映市民的需要。

●黃大仙滅罪委員會委員黎榮浩表示，完善選舉制度落實後，社會應該
重回正軌，在一眾愛國者齊心努力下，香港會更加美好。黎榮浩指，
參加今次選舉，期望能夠將地區基層的聲音反映出來，從而令地方行
政工作做得更加到位，更切合市民的實際需要。

●香港工商總會副主席張彥南表示，完善選舉制度後，令不同階層的參
與度擴大。現時特區政府與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工作方面，仍有改善地
方，尤其是年輕人進入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就業配套方面，冀自己
日後可以提供更多意見。

實事改善民生 共享經濟成果

華潤集團粵港澳大灣區首席戰略官

商界（三）

社福界

●宗教界60個席位由提名產生。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昨日下午遞交
提名表格。他表示，今次已是第五次參與選委會，很高興見到完善
選舉制度後的選委會廣泛性增加，有更多各行各業人士參與，相信
來屆的立法會也將更能代表民意，議事更為順利、更有效率。問及
對來屆政府的期待，他指，希望能有更多宗教相關政策出台，有效
推動宗教發展。

盼政策出台
推宗教發展

●香港中華總商會推薦17人名單參選，其中15人於昨天報
名。參選人之一、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表示，自去年
國安法頒布後，香港由亂及治，營商環境變好，「香港正
正需要這個環境」，而完善選舉制度後，選委會可以吸納
更廣泛的代表為民發聲。他強調，選委會責任重大，希望
能夠選出團結香港、帶領香港繁榮穩定的行政長官人選，
選出為香港做事、為香港承擔的立法會議員人選，讓市民
安居樂業。

●昨日下午多名航運交通界人士報名參選。其中香港貨運航空
有限公司總監（政府及公共事務）陳杰表示，該界別「海陸
空」都有，不同公司都可能有代表參選，希望香港能繼續維
持航運樞紐的地位，並會與業界做好自己的工作。

●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公共事務部公共事務總監李鑾輝
表示，航運交通界界別分組以往都是由建制力量主導，希
望新選制下亦能繼續發揮愛國者能量。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林龍安、民建聯進出口界立法會議
員黃定光昨日陪同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多名成員
及進出口業界代表報名參選。林龍安表示，會
員經過詳細商討，決定推薦17位業界精英參
選，希望能團結一致，服務社會。黃定光表
示，此次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第一次選委會
選舉，將選出各界賢能為市民服務，相信未
來特區政府的施政將更有效。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副主席周偉淦、執行總幹事李漢城和執
行委員黃澤峰，昨日到政總遞交16人參選名單。周偉淦表
示，名單中16位參選人來自不同公司、不同工種，涉獵範
圍廣，可達至均衡參與。周偉淦指，酒店業過去一年多情
況慘淡，雖然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市面已恢復平靜，但單依
靠本地客不足以令行業回復正常，呼籲市民盡快打針，當
全港疫苗接種率達到較高水平後，政府能盡快開關，迎接
遊客來港，帶動旅遊、酒店及零售業。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主席張少強昨日以個人形式報名參選漁
農界界別分組。他表示，漁農界扎根基層，在港發展數十
年，希望完善選舉制度改革後，政府能夠更加關注行業發
展，出台政策惠及普通從業者。

選賢能惠民
施政更有效

勞工界

基層社團

同鄉社團

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代表

金融界

已獲確認為當然委員的金利豐金融行政總裁朱李月華

金融服務界

批發及零售界

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界

昨日報名參選的上海香港聯會會長陳浩華表示

內地港人團體代表

商界（第二）

昨日下午多名航運交通界人士報名參選

航運交通界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林龍安

進出口界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副主席周偉淦

酒店界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主席張少強

漁農界

宗教界 法律界

教育界

科技創新界

紡織及製衣界

●朱李月華（左四）率領17人名單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錦榮（左二）率領15人名單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浩然（右二）、譚岳衡（中）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陪同17位紡織及製衣界代表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勞聯主席林振昇（前排左二）昨日陪同8名參與的工會代表前往上環
海港政府大樓報名。 受訪者供圖

●教育專業聯盟昨日報名參加今屆選舉委員會
教育界別分組選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袁武（右三）強調選委會責任重大，希望能選出團結香港、帶領香
港繁榮穩定的特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定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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