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境覓出路 團結建智港
建測規園界15候選人冀助青年展所長

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在

即，15位專業人士組成「OP建設力量」團

隊參選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界別

分組選舉。他們昨日在簡介會上表示，希望

成為香港建設力量，在疫境之中為業界尋找

出路，助青年發揮所長，並團結業界力量，

建設更繁盛、更健康、更智慧的香港。他們

表示，會選出擁護基本法、有能力找出方法

解決香港現存問題的，並能夠接受及落實他

們提出的7點政綱的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

候任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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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會金融服務界界別分組共有17
個席位，1席由當然委員擔任，其餘16
席由選舉產生。其中一名候選人、香港
證券業協會主席李惟宏表示，香港得以
站穩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一群中小券
商在過去幾十年付出的心血，努力打拚
出來的成果。在完善選舉制度下，香港
將進入新台階，作為業界一分子，理應
出一分力，為業界發聲，同時希望協助
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讓香港的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堅實。
李惟宏認為，日前啟動的粵港澳大灣

區「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是繼「滬
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及基金互
認安排後，另一個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
互聯互通的重大舉措，對提升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的政策方向發揮很大作
用，香港必須抓住這個機遇。
面對新的金融格局，加上金融科技長足

發展，很多業務範圍及形式等，都起了不
少變化。李惟宏指出，在轉變過程中，也
令營運成本增加，對於一些資金不足的傳
統華資面對不少壓力，過去這些老牌華資
對業界及香港發展扮演了重要角色，為迎
合新市場趨勢，特區政府可扮演更積極角
色，例如與業界共商，制訂完善措施，全
方位提供協助，從而提升這些公司的數碼
能力，再配合已有的人脈網絡、經驗等，
令業務得以進一步發揮。

新管治班子須具國際視野
他認為，未來的管治班子除了是要愛

國者這個基本要求外，也須具魄力、有
擔當，更重要是具國際視野，並對國家
發展及市場運作，有敏銳的觸覺，故選
委的角色及責任相當重要。
該界別分組其他候選人還有︰孫劍

峰、熊力頲、蔡思聰、楊玳詩、李細
燕、林向紅、張德熙、戴志强、詹劍
崙、伍子權、黃仲文、鄧聲興、李彤、
陳銘潤、李耀新、陳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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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劉文君：
團隊各人在業界有成績、有經驗、有創意
和熱誠，可以發揮建測規園界各方不同的
專業實力，做出比15人更強大的力量。

城市規劃師黎定國：
希望未來香港的城市發展速度能更快，設
備更適應市民需求，尤其是房屋、道路及
其他城市建設方面。團隊會代表業界不同
聲音，透過互相討論達至共贏方案，並對
政府施政提出可行意見。

產業測量師陳澤華：
在培養接班人方面，自2011年開始促成
建測規園界不同學會互認計劃，希望幫助
更多年輕人加入這個行業。

測量師陳旭明：
團隊承諾完成選舉後不會解散，會繼續為
業界提供意見。在房屋、土地這些重中之
重的話題中，團隊的各位是專家，可提供
到有用的意見。團隊中包含不同專業，會
不斷向業界收集意見及進行統籌，共同討
論並達成共識，然後向政府反映，希望在
下一屆政府管治中能發揮長期作用。

建築測量師黃浩明：
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的發展較慢，希望將來
可以追回落後的時間，加快房屋建設，加
快土地利用。

土地測量師林力山：
團隊中有政府部門專業人士及私人機構專
業人士，可對政府提供比較全面的意見。

產業測量師黎漢群：
過去兩年在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進行教
學，接觸很多年輕人，知道他們對前途的
期盼，希望可借助「OP建設力量」團隊
與政府多交流，帶給下一代新的盼望。

建築測量師呂浩源：
作為一位公務員，同時擁有私人執業經
驗，希望在團隊中可以作為公營及私營機
構溝通的橋樑。

建築師、城市設計師林雲峯：
對促進年輕人及專業人士在粵港澳大灣區
或日後與內地融合發展有很大的興趣，十
多年來幫助推動香港深圳促成商業展。

團隊政綱
建設就是力量

●團隊愛國愛港，支持「一國兩制」，相信集思廣益，團隊希望成為促進者，結集各方智慧，
透過互相配合，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拓展業界發展

●關注業界訴求，促進業界在香港、內地及世界各地發展，成就香港品牌

增加土地資源

●爭取更多可發展用地是重中之重。我們將以創新意念，促使政府加快市區更新，尋找更多可
發展的用地

可持續建築

●推動採用更具經濟效益、更環保建築材料、建築設計、城市規劃，以節省能源，同時減低碳
排放及對環境影響

健康智慧城市

●應對疫情，未來的建築物都要更具智慧，善用空間數據共享平台，並在設計和用料上，讓市
民更安全、更方便、更健康地生活及成長

促進公私營合作

●推動業界公私營機構攜手合作，發揮更大效益，令社會大眾受惠

培育接班人

●促使更多青年精英加入行業，挽留人才，為未來業界建設提供更大的動力

資料來源︰「OP建設力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該團隊團長、工料測量師賴旭輝指出，「OP建設力
量」的「O」是「Offering」，意思是以無私的奉

獻精神，為建測規園業界和市民出力；「P」是「Prom-
ising」，希望能打造無限美好的前景。

賴旭輝：實事實幹謀發展
他又指，「OP」的另一層深意是業界術語中的入伙
紙「Occupation Permit」，即是最關鍵可以證明樓宇穩
健、給予市民安居的證明，「團隊15人做事不會建基
於空中樓閣，而是實事實幹，為業界、為香港、為國家
謀求發展。」
團隊發言人、建築測量師何鉅業表示，建築、測量、

都市規劃及園境四個專業是香港重要的建設力量。近年
來香港發生很多爭拗，不但影響業界本身工作，亦對香
港城市建設及經濟發展造成很大障礙，希望藉選委會選
舉的機會，凝聚業界力量，利用業界專業知識為香港、
為國家作貢獻。
他認為，完善選舉制度後更見中央對香港未來的期
望，在新制度下，各界專業人士具有更廣泛代表性，可
以暢所欲言提出意見，議政論政，相信在未來可引入更
多不同意見和聲音，對將來香港的發展非常重要。他期
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能為香港、為國家做實
事，有能力找出方法解決香港現存問題，並能夠接受及
落實他們提出的7點政綱。
「OP建設力量」團隊成員還有劉文君、黃浩明、呂
浩源、陳澤華、林雲峯、陳旭明、何力治、黎定國、呂
慶耀、黎漢群、盧鎮威、林力山、周偉強。
該界別分組其他候選人還有王寳龍、符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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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聰金推動中資企增吸納港青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年輕人的發展牽動許多人的心。近
日，選委會商界（第三）候選人、香
港中國旅行社副總經理辛聰金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己多年來扎
根社區，掌握青年人的脈搏，可以擔
當溝通橋樑，一旦當選選委，他會及
時向特區政府反映青年的意見及需
求，促請中資企業加大力度吸納本地
青年就業，提供向上流動機會，幫助
更多青少年成長成才，帶動他們當好
香港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的參與者、
貢獻者、見證者。
「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

深。」辛聰金說，他長期當義工，深入地
區與青年交流，了解他們所想所需，始終
身處服務青年社會最前沿。他多年來一直
大力推動「教育+旅遊」事業，為大量香
港青少年提供到內地交流機會，公司更以
創新方式推出網上遊學推廣，培養愈來愈
多的「胸懷國之大者」。
辛聰金表示，他所在的港中旅積極

踐行中企社會責任，近年來加大青年
學生招聘工作力度，參與「青春試翼
大學畢業生啟航計劃」及「香港再出
發大聯盟協助應屆畢業生就業計
劃」，建立健全符合香港學生特點和
企業實際的培養體系，為香港青年人

提供多樣化就業機會，幫助他們實現
價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此外，港
中旅持續舉辦眾多香港青少年與內地
交流活動，增強香港青年的國家意
識、香港情懷和擔當精神。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勢不
可擋，香港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
香港發展已經進入新階段，但香港本地
產業結構相對單一、資產價格高、市場
體量小，導致近年來香港青年本地就業
機會減少。辛聰金指，以大灣區就業為
例，香港年輕人失業率高企，去年8月
至10月，香港20歲至24歲的年輕人失

業率高達19.7%，還有多達67,600名有
學位的失業人士。
他強調，香港要解決深層次矛盾，

不可能單靠中央出手，特區政府更應
建立管治威信，希望通過是次選委會
選舉，選好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和新一
任行政長官候任人，督促特區政府擔
當有為，把握國家大政方針，開拓香
港發展新局。
他表示，「愛國者治港」為廣大香
港青年施展才華提供了廣闊空間，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廣大香港青年融入
國家、實現自身發展提供了重要平
台。他寄語香港年輕人，只要能以己
之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抓住時代機
遇，一定能逐夢星辰大海，譜寫出大
有作為的人生篇章。

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將於本月19日舉行，第一界別商界
（第三）界別分組、來自香港中國企業
協會的18名候選人昨日舉行座談會，
聽取基層代表聲音，並介紹涉及經濟發
展、青年就業、長者福利等政綱。多位
候選人都集中探討香港的房屋問題，認

為特區政府要簡約開拓土地的程序，
以立法手段控制租金升幅等。
候選人朱立偉表示，香港的籠屋及劏

房問題猶如「東方之珠的恥辱」，建議
特區政府購買私有土地及房屋，優先讓
籠屋及劏房住戶居住。他認為，特區政
府收回土地或填海造地等開拓土地方式

的審批過程極為繁瑣，加上受
到一些組織的不合理阻撓，令
各項土地開發的計劃不斷擱
置，而隨着香港社會由亂及
治、由治及興，應從制度上作
出相應安排。
候選人譚岳衡表示︰「不能

安居，何來樂業？」他認為，
劏房問題是解決深層次問題的
關鍵，建議特區政府應盡快修
例控制住房租金升幅，確保租

金合理，令市民能夠承擔，並應為解
決本港房屋問題，向國際上其他城市
借鏡，敢於突破傳統束縛，平衡環
保、保育與發展。
另一候選人王磊則表示，特區政府
要與全港各界齊心協力處理香港面對
的長者安老問題，包括應檢討現行長
者福利政策及服務，完善退休保障制
度，重新分配資源，並建議特區政府
調高強積金的僱主供款比例。
他相信，香港的中資企業能繼續擔

任踐行服務、保障民生的主力軍，在
未來更有組織、有針對性地幫扶長
者，包括與慈善機構開展合作及善用
科技等，更好地服務長者。
候選人沈華表示，青年就業是香港長

期面對的結構性問題，而近年本港大學
畢業生的失業情況更達到歷年高峰，認

為香港除了需要保持原有金融、航運、
貿易等方面的優勢，亦要發揮自身獨特
優勢，融入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
局，抓緊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
建設等機遇，培養新經濟引擎，努力將
香港打造成國際創科中心，以為青年創
造更多就業機會。
候選人李浩然表示，香港的中資企

業一直推動疫苗接種，並會作為香港
和內地的橋樑，由自身開始宣傳，加
強香港對內地的吸引力，認為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等將為香港青年帶來開展
職業生涯的好機會。
該界別分組候選人還有：莊惠明、

吳楚珠、郭彥麗、連少冬、郭珮
芳、黃火欽、趙爽、趙珺、辛聰
金、游偉光、姚來文、劉崧、曹偉
勇。

商界（第三）候選人冀政府簡約拓土程序

● 商界（第三）界別分組候選人昨日會見多位
基層代表。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OPOP建設力量建設力量」」部分部分成員昨出席簡介會成員昨出席簡介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