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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經濟惠民生 促良政共繁榮
經民聯 8 人參選 四大綱領切實回應社會熱切期待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進入倒計時，經民

$4

聯昨日舉行立法會選舉集氣大會，宣布將派出 8 人
參選，分別競爭多個功能界別議席和選舉委員會議

席。經民聯以「推經濟 惠民生」為口號，切實回應香港社會對新時代搞
好經濟民生的熱切期待，並圍繞口號提出四大綱領，包括
推動良政善治、工商專業創富、市民共享繁榮、培養治港
人才。經民聯監事委員會主席林建岳出席活動，並揮動該
黨旗幟，寓意該黨在是次選舉中旗開得勝。

掃碼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選提名名單
聯昨日進行立法會選舉集氣大
經民會，宣布將派出
8 人參選。其中，

盧偉國參選工程界功能界別、梁君彥參
選工業界（第一）、張華峰參選金融服
務界、劉業強參選鄉議局、吳永嘉參選
工業界（第二）、林健鋒參選商界（第
一）、梁美芬及成員陸瀚民參選選舉委
員會界別。

盧偉國：化解社會深層次矛盾
盧偉國表示，經民聯以「推經濟 惠民
生」為口號，切實回應香港社會對新時代
搞好經濟民生的熱切期待，並圍繞口號提
出四大綱領，即推動良政善治、工商專業
創富、市民共享繁榮、培養治港人才。
他指出，經民聯希望香港盡快走出政治
鬥爭的泥沼，重新樹立發展為民的主調，
化解社會深層次問題，實行良政善治，重
新回歸經濟城市的定位，才能全面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有效化解社會深層次矛盾，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保障香港長

遠繁榮穩定。

梁君彥：創新助業界找新機遇
梁君彥表示，中央落實香港國安法及完
善選舉制度後，立法會恢復理性，終於可
以聚焦經濟民生問題，踏入良政善治的新
階段。過去這幾年，他在擔任立法會主席
工作外，亦時刻心繫香港和工業界發展，
未來會秉承勇於創新、不怕困難的精神，
幫助業界和香港找到新機遇。

林健鋒：復常通關是頭等大事
林健鋒指出，正常通關是現時的頭等大
事，自己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中極力爭取希
望年底能夠恢復正常通關，而恢復正常對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有很大的支持，希
望香港的經濟及民生可以愈來愈好。

張華峰：爭港電商進灣區開業
張華峰表示，自己扎根金融服務界數十
年，會盡心盡力爭取香港電商進入粵港澳

陸瀚民指出，自己出生於香港基層，現
服務於商界。他提倡重新連結起青年與社
會和政府的關係，連結工商界及各界基層
的關係，以及連結行政及立法的關係，為
青年發聲，並讓年輕理性的聲音能夠幫助
香港解困。
已報名參選工業界（第一）的還有梁日
昌；已報名參選金融服務界的還有李惟
宏；已報名參選工業界（第二）的還有羅
程剛；立法會選委會界別其他報名參選人
士名單可掃描二維碼到文匯網閱覽。

吳永嘉：竭力推動港再工業化
吳永嘉表示，特區政府近年開始重視再
工業化，證明香港的工業仍然具有發展機
遇。他會竭盡所能，推動香港的再工業
化，亦會促請政府推出更多措施，吸引先
進製造業回流香港，鼓勵經濟升級轉型，
共同探索工業發展綠色低碳的新願景。

功能界別

林哲玄：推動醫療重回社區

●林哲玄在一眾支持者陪同下報
名參選。
名參選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鄧家彪
鄧家彪（
（左二
左二）
）探訪茶果嶺
村長者。
村長者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已報名參選
九龍東地區直選的鄧家彪昨日落區探訪觀塘
茶果嶺村貧窮戶，了解住戶居住環境並聽取
意見。鄧家彪同時公布「無窮之路」扶貧及
勞工政綱，冀從問題根本作出改變，令香港
踏上「無窮之路」。
鄧家彪在觀塘區議會副主席呂東孩、區議員
龐智笙等人陪同下，探訪茶果嶺村寮屋區兩戶
長者。90多歲的莫婆婆一家四代十人共住一
間兩層寮屋，屋內漏水、採光問題嚴重，婆婆
希望將來能通過政府的重建計劃上樓，親人住
得近些方便照顧。80歲的李伯伯居住寮屋20
多年，直言擔心入住公屋的房租問題。
鄧家彪表示，政府關鍵是做好安置及補
償，以及對年資長的住戶考慮進行原區安
置。針對低收入家庭，政府可以推進社區持
續服務，讓家庭釋放勞動力，提升經濟收
入，同時提供更好社區照顧服務給長者，令
市民感受到遷住到新社區一定是利大於弊。
鄧家彪還公布其「無窮之路」扶貧及勞工
政綱，在勞工方面倡議「人人有工開」、
「人人有保障」，並提出四項扶貧政策倡
議，全方位減貧措施方面，包括建議政府增
加扶貧力度，訂定「基本生活保障線」等；
在紓減在職貧窮方面，他建議取消政府外判
制度，增加再培訓課程，協助就業轉型等；
在消減長者貧窮方面，他建議增加60歲以上
長者福利及就業保障等；在擺脫跨代貧窮方
面，他建議支援基層兒童學習及生活所需。
已報名參選同一選區的還有顏汶羽。

「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昨
日在 10 多名業界支持者陪同下報
名參選醫療衞生界。林哲玄表示，
目前基層市民輪候公營醫療的時間
頗長，得不到適切的治療，問題不
只在人手不足，制度才是最根本的
問題。他一旦當選，首要工作就是推動
醫療重回社區，讓醫院專責專科工作，
及完善社區醫療網絡系統。
曾批評在疫情期間罷工醫護的林哲玄

昨日表示，作為醫護人
員的底線，永遠以病人
優先，任何事情都不能
穿越這個底線，不能置
病人福祉於不顧。就引
入海外醫生事宜，他指
出，目前港人在海外讀
醫，如在海外沒有完成
實習就難以成為醫生，
修例就能填補漏洞，容
許他們來港考醫生執業

試。
到場支持林哲玄的高永文表示，在不
同階段都曾與林哲玄合作，並形容對方
是一名很有原則、堅決、維護業界專業
自主的醫生，非常關注香港健康服務的
需要，提出的意見也很實際關顧到病人
需要，疫情期間更積極和業界一起支持
各方面防疫抗疫工作。
已報名參選同一界別的還有：陳永
光、龐愛蘭。

陳曉鋒：為法律界謀長遠發展
法律界

梁美芬：助學生了解歷史
鄧飛：建教育品牌增推廣

新界西南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陳曉
鋒昨日報名參選法律界功能界別。
他希望利用自身熟悉國情、在內
地、香港、海外的學術經驗，為法
律界謀求長遠發展。
陳曉鋒表示，自己是對國情相當熟悉
的香港法律人，分別在內地和香港接受過
系統的法學教育，在英國牛津大學中國中
心、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等，擔任過
訪問學者，期望發揮自身優勢，能夠以更
客觀的角度，謀求法律界的長遠發展。
他續說，自己是從事科技行業的法律
人，知道互聯網時代和人工智能時代顛
覆了許多傳統行業，同時也顛覆了法律
人的思考邏輯，認為運用好科技可以更
好地為中小律師行和年輕律師提供更多

職業發展機會，
「將蛋糕做大才
能分得更多」，
中小律師行和年
輕律師才能得到
更充足的支援。
陳曉鋒認為，
面對瞬息萬變局
勢，要始終堅持
捍衛香港的法治價值不變，這個價值也
是香港最核心的價值。「不變」不是停
止，「不變」是為了更好的發展。期待
未來和香港法律界朋友一起守法治不
變、護傳統不變、秉公義不變、尋破冰
不變、求創新不變。
已報名參選同一界別的還有林新強。

劉卓裕：堅持理念與民前行
荃灣區議員劉卓裕昨
日報名參選新界西南地
區直選。劉卓裕稱，
「覺得做得啱嘅事一定
會做」，會堅持自己理
念，與市民前行，「希
●劉卓裕
望可以喺議會發聲，而
fb圖片
fb
圖片
唔係『一言堂』」。
已報名參選同一選區的還有：陳恒鑌、陳
穎欣。

葉永成：為民發聲監察政府
商界（二）

希望教師在公民與
早前已報名參
社會發展科中能播
選選舉委員會界
放更多紀錄片，讓
別的經民聯第六
學生了解真正歷史
屆立法會議員梁
的史實，潛移默化
美芬及教聯會副
地喜歡了解歷史及
主席鄧飛日前在
重建其價值觀。
facebook直播，共
●梁美芬及鄧飛討論香港的教育問題。
鄧飛指出，公民
同討論香港的教
視頻截圖
與社會發展科針對
育問題。他們指
通識科的弱點進行教育，不容許有碎片
出，香港應建立自己的教育品牌，增強
化，例如在讓學生了解基本法時，應將
推廣意識，重建正確的價值觀，以及培
基本法的來龍去脈，制訂草擬過程完整
養學生足夠的競爭力。
地告知學生，要求學生完整地了解整件
通識科近年來備受詬病，多次爆出授
事，讓他們實實在在掌握基本資料後再
課教師將課程政治化的事件，對學生
進行討論。同時，香港應建立自己的教
樹立正確價值觀產生負面影響。由下
育品牌，增強推廣意識，重建正確的價
學年的中四起，高中課程的通識教育
值觀，以及培養學生足夠的競爭力。
科（通識科）將由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選委會界別其他參選人士名單可掃
取代。近年持續跟進通識科問題的梁
描二維碼到文匯網閱覽。
美芬表示，價值觀的重建不是靠考試，

劉業強表示會支持政府全力推動新界的
發展，繼續維護新界原有的歷史文化及傳統
習俗，希望能繼續發展新界，繁榮香港。

醫療衞生界

才，又指自己強烈感受到今日的香
港，尤其是年輕人求新、求變、求發
展的迫切心聲，他願為香港科創發展
盡力，為香港再出發出一分力。
他表示，希望以「縱橫論」推進香
港科創發展，「縱」就是打造以科研原
創、成果轉化、產業發展為主線的科創
生態鏈，「橫」就是營造含政策、人
才、資金三要素的科創條件與環境。崇
尚理性務實、協同發展。篤信以行動，
實現科創為民、為港、為國的目標。
孫東畢業於清華大學，回歸前來港，
在中大修讀博士，及後再到加拿大深
造，學成後回港在城市大學任教至今。
選委會界別其他參選人士名單可掃
描二維碼到文匯網閱覽。

轉戰選委會界別的梁美芬表示，自己身
為三屆議員，長期推廣內地和香港法律合
作，如今國家迎來百年機遇，香港作為唯
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會利用好這個優
勢，協助國家發展「一帶一路」和大灣
區，並在國際舞台上從法律的角度講好中
國故事和香港故事。

陸瀚民：為青年發聲助港解困

令港踏上「無窮之路」

九龍東

●何君堯

梁美芬：在國際講好中國故事

劉業強：續發展新界繁榮香港

鄧家彪：

何君堯：改革過時政策
孫東：
「縱橫」推進科創

●孫東

大灣區開業，與內地市場接軌，把握金融
市場的互聯互通，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機
遇，幫助業界開拓商機，希望業界可以攜
手共進，打拚出更美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地區直選

選委會界別

第六屆立法會新界西議員何君堯昨
日報名參選，轉戰選舉委員會界別。
他表示會抱着忠勇堅定、努力實幹的
態度，希望在未來幾年的關鍵時刻，
繼續為港人服務，相信香港將會再上
新高峰。
何君堯表示，未來幾年香港將進入
關鍵時刻，尤其是承接國家「十四
五」規劃，香港將迎來新天地，要全
力以赴，再上新高峰。今次立法會選
舉後，將有很多愛國愛港、對香港一
腔熱誠的政治人物為香港鋪橋搭路。
他認為在立法方面要拆牆鬆綁，將舊
的、不合時宜的政策進行修改和改
革，在法律上去除障礙，助香港再次
前行、再上高峰。
他希望今次選舉過程一切順利，以
和平理性進步的態度進行，向世界展現
香港能力，展示港人攜手前行的決心。
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講座教
授孫東昨日亦報名參選選舉委員會界
別。他表示，在香港高等教育、科
研、管理第一線耕耘了二十載，堅信
香港完全可以做出世界第一流的科研
成果，培育出極富創造力的青年人

●林建岳揮動經民聯旗幟，寓意在是次選舉中旗開得勝。

前中西區區議會主席、
香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葉
永成昨日報名參選商界
（二）。他指出，雖然自
己積極參與香港道教聯合
會的工作，但本身也從
商，與商界有密切的聯

繫，今次參與的政綱為
「愛國為本，建港創新，
善治為民」，希望能進入
議會為民發聲和監察政
府。
已報名參選同一界別的
還有廖長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