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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收穫的季節。在剛過去的金秋 9 月，經民聯第一次參加立法會選舉，七張名
單悉數當選，誕生了新的立法會團隊，延續我們在議會中的「正能量」。
10 月 13 日，聯盟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選出聯盟新的領導層。這是 BPA 成長歷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標誌着經民聯這個年輕政團的發展邁向一個新階段。
新任主席盧偉國向社會莊重許諾，經民聯將繼續代表工商專業界別發聲，團結各
界，為香港謀求發展機遇，希望帶領經民聯在立法會內團結不同黨派，讓議會重回正軌，
為香港做實事。
眾志成城，經民聯團隊將在前人不懈努力構建的基礎上，繼往開來，與您一齊邁步
向前，「凝聚建設力量，同心開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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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帶動經濟 ˙ 專業改善民生
Business drives economy, Professionalism improve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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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主席的話

主席的話

在

這秋高氣爽的美好時節，經民聯迎來了四周歲生日。Happy
Birthday ！

四

年前，一班心繫香港、理念相近的工商及專業界人士，匯
聚在「工商帶動經濟，專業改善民生」的旗幟下，冀望團結

廣大工商專業界力量，為香港長遠發展出謀獻策，為香港的繁榮穩
   慶祝生日，除了慶祝一個新生命來到這個世界，我們更應心懷感

定出一份力。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由此誕生了。

恩，感謝一路扶持和幫助這個新生命不斷學習和成長的知己良朋！
   在剛剛過去的九月，經民聯首次參與四年一度的香港立法會選
   經民聯成立四年以來，與七百萬香港市民一起經歷了無數個難忘

舉，七張名單悉數當選，七位候選人成功躋身議會為市民服務。在

時刻，過程中有成功，亦有曲折；有歡笑，亦有淚水；但更多的，是

此，我由衷地感謝工商專業界同仁及廣大市民對我們的認同和支持，

我們對未來仍然滿懷的希望。

經民聯能在短短四年間迅速成長，全賴你們的關心和厚愛！

   回首香港的發展歷程，一個小漁港能成為「東方之珠」，成就今

   在新一屆立法會，經民聯將無懼挑戰，加強與政府和各黨派的

日之輝煌，靠的就是歷經徬徨和掙扎，發揚同舟共濟、敢於拼搏的獅

溝通，努力促使立法機構重回建設性軌道。我們將繼續腳踏實地，

子山精神。當前，全球經濟復甦乏力，本港經濟面臨重重挑戰，我們

以經濟為本、以民生為綱，兼顧投資與就業，努力創造商機，紓緩

更應奮發有為，重拾自信，從零出發。

中產經濟壓力，扶助青年向上流動，謀求香港新一輪發展，不辜負
市民的殷切期望。

   善於把握時代機遇，是香港的一個成功之道。當前，我們要抓住
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十三五」規劃和「中國製造 2025」等歷

   「浩渺行無極，揚帆但信風」。作為一個成立僅四年的年輕政團，

史機遇，把香港「超級聯繫人」的作用發揮好，把「國家所需、香港

經民聯一定會強體健身，努力發掘和培育英才，使經民聯事業薪火

所長」的角色發揮好，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爭當時代的弄潮人。

相傳。我們將深入社區服務，吸引廣大青年參與公共事務，認識社
區及國家發展。祈願更多有識之士與我們同行，攜手創建香港更美

   經歷了近一千五百個日與夜，今天的經民聯依舊初心不改，希望

好的未來！

以四歲小童的純真，廣結善緣，聆聽各方指教，為社會做實事，為工
商界、中產及基層市民發聲。

   希望各位朋友繼續扶持我們，一同為香港新輝煌寫下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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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監事會主席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林建岳

盧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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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by Chairman of Executive Committee

Chairman's Message

I

F

n this beautiful and invigorating autumn, the BPA celebrates its four-year-old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the BPA!

In addition to the celebration of a new life coming to this world, we should be grateful and
thankful to our confidants and friends for all their support and help during our continuous
growth and learning proces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PA four years ago, we have gone through countless
memorable moments with the seven million Hong Kong people. There are moments of
successes, twists and turns, laughter and tears; but other than those, we are still full of hope
for the future.
Looking back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 small fishing port cannot become the
"Pearl of the Orient" and bring forth today's brilliance without the experience of wandering
and strugg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on Rock Spirit of helping one another, sharing the
ups and downs, and daring to fight for a brighter future. Today, Hong Kong’s economy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within the feeble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Starting
from zero, we should make more effort to regain confidence.
Being capable of firmly grasp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era is the successful way for Hong
Kong. Today, we should seize the historic opportunit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Made in China 2025” initiative by unleashing the unique
regional role of Hong Kong as the “super-connector” and fully demonstrating “what the
country needs, what Hong Kong is good at”, thus following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and
playing the role as a pioneer of the era.
Experienced nearly 1,500 days and nights, today's BPA still follows its original aspiration.
Maintaining the innocence of a four-year-old child, the BPA hopes to make friends all
around and listen to different views in order to serve the public in a practical way and voice
for all walks of life, including the business circle, middle-class and grass roots.
We hope our friends to continue supporting us. Let us write a new poem for the new glory of
Hong Kong together !

Peter Lam Kin-ngok
Chairman of Executiv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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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years ago, a group of businessmen and professionals who love Hong
Kong and share similar values came together with the belief of "Business
drives economy, Professionalism improves livelihood". They aim to unite the
strength of th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community and offer suggestions
to the long-term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bringing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to their home city. Hence, th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s
Alliance for Hong Kong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the BPA participated in the quadrennial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All seven contender lists were elected and seven
candidates won their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serve the public. I
hereby sincerely thank the businesspersons, professionals and the public
for their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for us. All because of your care and
appreciation, the BPA could grow rapidly during the past four years.
Fearless of challenges, the BPA will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all parties, fulfilling our commitment to restore the
constructive approach of the legislature. We continue to be down-to-earth,
not only adopting an economic-based and livelihood-oriented principle,
but also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We also
strive for creating new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relieving the economic
pressure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promoting the social mobility of youngsters,
so as to open a new scenario for Hong Kong and not to disappoint the great
expectations of the public.
“Boundless is the ocean where we sail with the wind.” As a young political
party with four-year development, the BPA will be committed to explore
and nurture talents so as to strengthen our hands and pass a torch to a
new generation. We will extend our district services to attract more youth
engaging in public affairs and learning more about communit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Wish you would join us and build a brighter future for Hong
Kong together!

Lo Wai-kwok
Chairman of B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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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架構
監事委員會

區 議 員
   經民聯一直注重地區工作，致力改善民生。聯盟於去年首次參與區議會選舉，
將我們的理念帶入社區。現時，經民聯的區議員增加至 20 位 ( 見下表 )，他們以
專業知識和滿腔熱誠服務地區，與市民一同建設社區。

監事委員會主席

監事委員會副主席

林建岳博士

李大壯

新界東 ( 大埔、沙田 )		

榮譽主席

大埔 ( 林村谷 ) 區議員

陳灶良

大埔 ( 西貢北 ) 區議員

李華光

沙田區議員 ( 當然 )		

莫錦貴

新界西 ( 屯門、葵青 ) 		

劉皇發博士

立法會議員

梁君彥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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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議員 ( 當然 )		

劉業強

葵青 ( 長青 ) 區議員

李志強

葵青 ( 華麗 ) 區議員

黃耀聰

葵青 ( 安灝 ) 區議員

譚惠珍

九龍西 ( 九龍城、深水埗、油尖旺 )
九龍城 ( 黃埔東 ) 區議員

梁美芬

九龍城 ( 紅磡灣 ) 區議員

張仁康

九龍城 ( 愛俊 ) 區議員

左滙雄 *

九龍城 ( 啟德北 ) 區議員

梁婉婷

九龍城 ( 啟德南 ) 區議員

何華漢

主席

副主席

副主席

副主席

深水埗 ( 長沙灣 ) 區議員

林家輝

盧偉國博士

林健鋒

張華峰

梁美芬博士

深水埗 ( 下白田 ) 區議員

甄啟榮

深水埗 ( 石硤尾 ) 區議員

陳國偉

深水埗 ( 富昌 ) 區議員

梁文廣

油尖旺 ( 大南 ) 區議員

莊永燦

油尖旺 ( 旺角北 ) 區議員

黃舒明 *

油尖旺 ( 旺角東 ) 區議員

黃建新

油尖旺 ( 佐敦西 ) 區議員

陳少棠

副主席

秘書長

劉業強

石禮謙

經民聯區議員陳灶良 ( 左三 )、莫錦貴 ( 右三 )、劉業強 ( 右
五 )、李華光 ( 右一 )。

* 區議會副主席

( 左起 ) 九龍西區議員左滙雄、梁文廣、梁美芬、梁婉婷、
陳國偉。

新界西區議員譚惠珍 ( 左一 )、李志強 ( 中 )、黃耀聰 ( 右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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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立法會

   今年是立法會換屆選舉年，成立三年多的經民聯首次派員參選，結果七張名單全部當選，包括
六個功能組別議席：工業界 ( 第一 ) 梁君彥、工程界盧偉國、商界 ( 第一 ) 林健鋒、金融服務界張華
峰、鄉議局劉業強和地產及建造界石禮謙，以及九龍西地區選區議席梁美芬。回顧整個參選過程，
BPA 同仁團結一致，奮力拼搏，贏得業界和廣大市民的認同和支持。這是一次難能可貴的經驗，經
過這次歷練，經民聯上下凝聚一心，未來戰鬥力更強！

▍誓師大會
   經民聯於 7 月 20 日在添馬公園露天劇場舉行「2016 年立法會選舉誓師大會」，以「促經濟 惠民生
撐香港」為參選口號，爭取透過議會的工作，理性而務實地推動經濟發展，切實改善市民生活。逾 200 人
齊集現場為參選團隊誓師打氣，場面熱鬧，氣氛高漲。

參選人感言：

首次參選立法會
BPA七張名單齊當選

梁君彥（工業界一）：
   經民聯努力建構香港工商界、專業界與廣大市民溝通的橋樑，
把各界的聲音帶給政府。我亦冀望為業界開拓新的發展機遇，發
展高增值科技和再工業化，培育年輕人，將工業延續下去。

盧偉國（工程界）：
   自己懷着一顆「工程心、社會情」，我的競選主題是：「撐
基建、護環境、振經濟、惠民生」。未來將與業界朋友攜手，推
動新思維，把握新機遇，為新一代創造更多和更好的向上流動機
會。

林健鋒（商界一）：
   總商會會員，無論大企業及中小企，都是我的服務對象。香
港現時有多座大山需要處理，包括取消強積金對沖、標準工時立
法及中小企融資等，我承諾未來當選後，會全心全意為業界服務，
務求令香港經濟更上一層樓。

張華峰（金融服務界）：
經民聯參選人與支持者一齊誓師鼓勁，
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揮舞大旗，預
祝經民聯旗開得勝。

   金融業要發展，有賴社會穩定。過去四年，社會經歷無數次
的風浪，經民聯都「撐住」支持香港的核心價值。今年我將更努
力爭取選民支持，再返議會，同時呼籲「反拉布」，希望議會文
化能夠重返正軌。

梁美芬（九龍西地區直選）：
   經民聯是專業與地區結合的團隊，我和我的西九龍團隊會堅
守崗位，撥亂反正，推動香港向前發展。

劉業強（鄉議局）：
   過去幾年，我的父親、經民聯榮譽主席劉皇發推動經民聯與鄉議
局緊密溝通，捍衛新界居民的權益，工作成果有目共睹。希望大家支
持經民聯成員進入立法會，監察政府的同時，與鄉議局有更多協作，
致力促進新界的長遠發展，為香港包括新界市民謀取最大福祉！

石禮謙（地產及建造界）：
   希望為香港繁榮穩定出力，令香港減少爭拗，社會更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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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立法會
▍選戰回顧
   自 7 月份報名參加立法會換屆選舉以來，經民聯的一眾參選人，馬不停蹄地展開一連串的選舉工作，
向社會各界宣傳政綱，闡述其選舉理念，致力爭取各界支持，大家都滿懷信心，矢志繼續在立法會為香港

▍走遍西九
經民聯領導齊為美芬拉票
   在 9 月 4 日投票日，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時
任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及秘書長石禮謙等領導，走遍九龍
西多個地區，全力為聯盟唯一一位女性立法會議員、亦
是地區直選唯一的代表梁美芬盡力拉票，呼籲市民用手

的長遠發展出謀獻策，為港人的福祉出力、做實事。

上的一票把美芬送進議會，繼續以正能量服務九西！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參選商界（一）功能界別，多名經民聯的黨友及商界
代表為他打氣。林健鋒表示，會在標準工時及取消強積金對沖等議題上，
繼續代表商界在議會發聲，為商界保駕護航。

梁美芬團隊在 9 月 4 日投票日呼籲市民支持美芬，
將「反拉布，反暴力，反港獨」的聲音留在議會！

美孚

黃埔

又一村

梁君彥呼籲各位九龍西朋友用他們手上
的一票支持 4 號梁美芬。

美芬呼籲大家一起守護香港，捍衛香港核心
價值，支持行公義、做實事的候選人。

經民聯領導陪同美芬在又一村拉票期
間，得到許多市民的支持。

參選金融服務界的經民聯副主席張華峰，來到中環
交易廣場外向業界派發致證監會的公開信，表明他
反對上市監管改革的立場，堅決捍衛業界權益，要
求政府立刻擱置上市架構諮詢。時任經民聯主席梁
君彥、秘書長石禮謙到場為他打氣。

經民聯副主席梁美芬參選九龍西直選，以「堅守崗
位、撥亂反正、香港再向前」為競選口號、「行公義、
做實事」作競選團隊座右銘，希望運用其法律專業知
識及兩屆議會的實戰經驗，為民生，撐經濟，令議會
重回正軌，讓香港重新向前發展。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和張華峰於投票日齊齊在山頂向
大家打招呼，希望大家「撐」經民聯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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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經民聯副主席盧偉國參選工程界，獲多名工程
界名人撐場，包括前立法會工程界議員何鍾泰、前
土力工程處處長陳健碩、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黃澤恩
等。一眾支持者高叫口號「撐基建、護環境、振經
濟、惠民生，WK 為您繼續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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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立法會
▍青委「瞓身」為參選人打氣

▍齊齊整整 七張名單一起當選

   在今屆立法會選舉期間，經民聯一班青年委員會成員在青委主席張俊勇的帶領下，持續投入選
戰第一線，憑藉他們的年青幹勁，為聯盟各位參選人打氣出力。青委們亦透過這次難得的經驗，提
升自我，迅速成長。

   9 月 5 日，各位候選人期盼已久的投票結果終於揭曉，經民聯的七張名單全部當選，包括六個功能組
別議席及一個九龍西地區選區議席。聯盟感謝選民投給候選人的每一票，每一張選票，都代表了市民和業
界對聯盟及候選人過往工作的支持和讚許，亦是對經民聯參選信念──「保經濟、惠民生、撐香港」的肯
定，意義重大。

經民聯青委主席張
俊勇在聯盟立法會
選舉誓師大會上為
一 眾 候 選 人 打 氣。
他表示經民聯是香
港唯一一個務實且
代表工商界和專業
界 別 的 政 黨， 希 望
聯盟候選人順利連
任， 為 香 港 開 創 新
格局。

經民聯一眾青委，包括主席張俊勇、成員張嘉駿、
梁煒泰、黃永威、溫國雄等和梁美芬團隊一起錄
製《反拉布之歌》，和街坊朋友齊齊合唱「我哋
要反拉布，一齊去反拉布」，支持做實事的梁美
芬團隊當選。

經民聯青委陪同梁美芬到九龍西四處拜
票，沿路向途人派發政綱單張並親自講
解，希望爭取多一份支持、多一張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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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當選議員在 9 月 5 日齊聚聯盟總部會見記者，各人再次感謝社會各界的支持及各位候選人和團隊付出的努力。成員表
示將虛心聆聽各方意見，進一步改善聯盟的工作，實踐競選承諾「保經濟、惠民生、撐香港」，務實推動香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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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專訪

劉業強 樂做

城鄉溝通橋樑
   經 民 聯 新 晉 立 法 會 議 員 劉 業 強
Kenneth，在萬眾矚目的期許下，帶着

劉業強簡歷
1966 年

出生於香港

1990 年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 ( 統計學 )
理學士 ( 榮譽 ) 學位畢業

1997-2008 年

任屯門區議員 ( 委任 )

2007 年

獲委任為新界太平紳士

2013 年

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新界鄉親們的殷切期望，踏上了新一

2015 年

當選新界鄉議局主席

屆立法會這個政治大舞台。面對近年

2016 年

當選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

社會對新界事務日益關注，他深信源

2016 年

任屯門區議員 ( 當然 )

自父親劉皇發 ( 發叔 ) 的「事緩則圓」

2016 年

當選立法會議員 ( 鄉議局 )

處事態度，加上自己的新思維，定能
助自己開拓更多城鄉之間的溝通渠
道，透過溝通化解矛盾和分歧，開創

官仔骨骨的 Kenneth 執
起鋤頭，走入泥濘，在
烈日當空下落力耕田，
體驗「粒粒皆辛苦」的
農家生活。

「城鄉共融」的共贏局面。

劉

業 強 從 1997 年 開 始 參 與 屯 門 區 議 會 工 作，
2008 年加入鄉議局內不同的委員會，去年當
選新界鄉議局主席；今年先後當選屯門龍鼓灘原居民
代表、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獲委任為屯門區議會當
然議員，並於 9 月晉身立法會鄉議局功能界別議員。
對於外界一直標籤自己是「劉皇發個仔」，Kenneth
只是謙和地微笑着說，一個傳承過程中，少不免有固
定框架，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和自己的努力，外界這
個看法會漸漸淡化。「我不覺得『劉皇發個仔』是一
種包袱，相信自己能開闢一條全新道路，以新思維帶
領鄉議局走出框架之外。」

事緩則圓

溝通化解分歧

   發叔縰橫政壇數十載，「江湖地位」備受各方認
可。談到父親的致勝法寶，Kenneth 認為是父親經常
掛在嘴邊、對自己影響最深的「事緩則圓」處事態度，
「他話有事應該坐埋一齊傾，不要衝動，大家飲杯茶，
慢慢傾，事件就有機會得到圓滿解決。」父親另一個
經常說的詞是「情理法」，「他認為遇事以情理先行
去商討，最後才是訴諸法律，因為一旦去到法庭，意
味有人贏，有人輸，很容易反面，不利以後的溝通和
合作。」Kenneth 認為父親這些從政理念十分「work」，
溝通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鑰匙。雖然自己目前尚未能
與擁有幾十年經驗的父親匹比，但他亦樂意與不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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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士溝通，解決問題。
   作為一名新晉立法會議員，未來四年如何在這個
新平台交出紮實「功課」？ Kenneth 期望能做到承先
啟後，秉承鄉議局的傳統和父親的理念，致力維護新
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平衡社會各界聲音。「現
時新界土地議題備受關注，源於社會發展多元化，這
也說明新界對於香港未來發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呼籲社會各持份者以包容的態度去檢視現時的土地
政策，而非一味將議題政治化。鄉議局將與時並進，
持開放的態度聆聽社會各界聲音，致力開拓更多城鄉
之間的溝通渠道，透過溝通化解矛盾和分歧，釋除外
界對於「新界人」的誤解，開創「城鄉共融」的共贏
局面。

攜手黨友

「我瞓過樓梯底」
   外界一直以為劉業強「含着金鎖匙出世」，但原
來 Kenneth 小時候亦捱過「瞓樓梯底」的艱苦歲月，
「細個時，一家十幾口擠在一間屋，當時和祖母、細
佬三個人瞓同一張床，張床就在天台樓梯下面。當時
家裡條件不好，連牙膏都無，只有用清水刷牙，所以
我細細個已經好多蛀牙。」
發叔一家非常重視家庭觀念，家族成員逢年過節必
定聚首一堂。

務實為港出力

   一直以來，鄉議局與經民聯保持着友好合作關係。
未來的議會工作，Kenneth 除了擔當政府與新界居民溝
通的橋樑，亦期望在議會與經民聯攜手為香港未來出
力。「我好認同經民聯建構香港工商界、專業界與廣
大市民溝通橋樑的做法，早於 2013 年就已加入經民
聯，一同實踐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理念。」現時議
會拉布成風，關乎市民福祉的法案受到拖延，損害廣
大市民的利益，他期待與經民聯的朋友一起在議會並
肩作戰，務實地推動香港向前發展。

小時候的劉業強（右二）和一眾兄弟姐妹齊齊「去
飲」。

凝聚家庭

父親言傳身教

   雖然小時家中不富裕，但父親發叔很重視家庭觀
念，致力凝聚家人團結令自己記憶尤深。「我記得自
小父親已經好忙，我讀小學時，星期一至五都見不到
他，但他堅持星期六、日一定抽時間與全家人飲茶、
食飯，而且爸爸好孝順。」直至現時，Kenneth 一家
都秉承家庭為重的觀念，凝聚着這個大家庭，過時過
節會團聚飲茶，清明時節兄弟姐妹一家人又會結伴去
掃墓祭祖。
   Kenneth 又透露最欣賞發叔的樂觀精神，「以前
經常跟爸爸出席一些重要活動，從他身上學習做人的
態度，譬如他好勤力，又好樂觀，覺得什麼事情都有
方法解決，會盡力去做。」在萬眾矚目的期許下，背
負沉重的政治壓力， Kenneth 仍能微笑着談論各種議
題，從容地接受挑戰，父親對他的影響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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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新星
心與他們解釋，結果願意採用我的建議，釐清了肇
事天台業權問題，終於完成維修滲漏工程。」經過
這件事，舒明更加認識到幫街坊做實事最重要，才
會得到市民的認同。而她曾盡力幫助的這家人，後
來都成為她的助選團義工成員。

黃舒明「揼石仔」
贏街坊認同

專業服務地區大有可為
多年來，舒明從不間斷地服務社區，得到居民

  

逝世街坊報夢求助

舒明擔任區議會副主席，朋友送她這幅寫着「勇者無
懼」的牌匾，希望她能夠無畏無懼，為民發聲。

   身兼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的經民聯旺角北區議員黃舒明，在 27 歲時初踏政壇，即擊敗在當區駐
紮多年的對手奪得旺角北席位，成為最年輕的區議員之一，在地區默默耕耘至今已歷任三屆。比起
一些雄辯滔滔的政客，舒明面對筆者採訪時顯得內斂和腼腆，她笑言自己只懂用最「老土」的方式
上門「洗樓」( 家訪 )、以「揼石仔」的方式爭取街坊的認同和支持。未來她將繼續與經民聯攜手，
加強對地區服務，為街坊排憂解難。

2007

年，正從事 NGO 工作的黃舒明在
一偶然機會下接觸到油尖旺婦女
會和旺角區居民協會，從而投身社區服務，並於同
年參加區議會選舉。當時年紀輕輕的她並不「顯
眼」，由於對手是紮根多年的當區區議員，大家都
覺得這個默默無聞的女孩都是「陪跑」居多，但結
果初出茅廬的她一舉擊敗對手成功當選，令一眾前
輩大跌眼鏡。

搏命「洗樓」 試過累暈
   回想當年，黃舒明認為自己的致勝之道是不怕
捱苦，「旺角舊區多是八層樓、一梯兩伙的格局，
我就逐層樓爬上去敲門家訪，了解居民有何困難需
要幫手，逐個個案累積回來。當時自己真的很搏命，
試過在『洗樓』期間，因為感冒而累暈了過去，最
後由助選義工把我抬回去。」但對這個「搏命」得
來的區議會議席，她卻謙虛地形容為「好老土的揼
石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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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地區服務以來，舒明全心投入工作，得到
許多街坊支持，但亦遇到不少反對聲音，當中有由
「見到就鬧」到變成自己助選團成員的街坊，令舒
明的從政之路生色不少。舒明回憶指，那時從街坊
口中得知，區內有位業主受天花板滲水問題困擾多
年，屢次求助但仍

的支持，亦得到社會的認同，今年她榮獲特區政府
頒授榮譽勳章，同時獲婦女事務委員會委任為成員
之一。舒明表示，今後將在婦委會積極爭取婦女權
益，並就各區幼兒托管問題發聲。她又表示，經民
聯是工商專業界別的翹楚，以聯盟的專業水平結合
地區事務，定能將專業服務發揮更大效能。未來她
將繼續與經民聯攜手加強對地區服務，為街坊排憂
解難。

年輕人，
聽我講十五分鐘

長期在地區和年輕人接觸的舒明，好明
白時下年輕人的思維模式。「上一代人習慣
   十多載的地區工作，身為佛教徒的舒明幫過不少街
「Work for me」的『大佬文化』，年輕一
坊，而且與他們結下深厚情誼，當中一位逝世的街坊向她跨
代則崇尚「Work with me」，要講平等，
時空求助的故事，更令她畢生難忘。「有一年參加區選，有位
兩代之間存在代溝，所以政治訴求南轅
街坊大叔開始不認同我，在街站指着我鬧，但經過我與他不斷的
北轍。」若要和他們溝通，需要放下架
溝通，他明白了我們的理念，便經常來幫我做義工，還介紹我認識
子，釋出善意，「端起個款」和他們
了他居住的整幢樓的街坊。」
對話只會徒勞無功。憑她多年的經驗，
   某日，舒明接到這位大叔驟然離世的消息，頓時心情沉重，整晚
年輕朋友只要肯花十五分鐘聽別人分
無眠。過了兩天，舒明接到大叔的姐姐打來的電話，舒明與這位姐姐
享道理，好多時已能扭轉結果。舒明
素不相識，原來，大叔報夢給姐姐，着她一定要找黃舒明議員幫忙，
說，自己曾經和參與「佔中」的年輕人
「我一聽當場哭了出來，連會議都不能繼續主持，因為太難過了。」
傾談十五分鐘後，他們說會反思「抗爭」
   後來舒明了解到大叔離世原來涉及醫療失誤，她協助病人
的意義。
家屬前往醫委會投訴，可惜不得要領。事件令舒明至今耿耿
現時香港政治紛擾令社會撕裂，眼見年
於懷，她深切感受要保障病人的權益，醫委會改革刻不
輕人埋怨政府、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舒明
容緩，期望立法會莫再拉布，通過法案，還病人
亦很感慨，「有時我都會和他們一起鬧政府，
和家屬一個公道。
但年輕人鬧完後也應要持續進修，這樣才能把
握向上流動的機會。」

無法解決，於是主
動上門了解。「誰
知我上去表明來意
後，業主和家人就
一直指着我鬧，他
們說民主黨都幫不
了我，我又怎可能
幫到。但我仍沉住
氣，堅持和他們溝
通， 他 們『 鬧 』
完之後，見我仍耐

和街坊打成一片的舒明，地區工作
做得有滋有味。

舒明一有時間就落區「揼石仔」，了解街坊和商戶有何疑難和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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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龍虎榜
美芬背後的「五福將」
   經 民 聯 副 主 席 梁 美 芬 今 屆 在 九 龍 西 地 區 直 選 以
49,745 票連任立法會議員。美芬能高票當選，除了有賴
一班一直對她無限支持的市民和街坊，原來，美芬背後
還有一支團結的團隊一直默默耕耘，為她打拼。從報名
參選的一刻起，梁美芬和她的「五福將」梁文廣、左匯
雄、丁煌、梁婉婷、陳國偉就六個人一條心，以「行公
義 做實事」的理念，成功爭取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九龍城區議會副主席
左滙雄：
九龍城 ( 愛俊 ) 區議員

市民支持倍感鼓舞

           

深水埗 ( 富昌 ) 區議員梁文廣：

三屆「元老」無懼攻擊
響街坊的投票心態。」
   梁文廣憶述以往區議會選舉亦曾出現類似情
況，有本來形勢較好的候選人因放鬆拉票而落敗，
「前車可鑑，所以我們不敢鬆懈，繼續做好拉票工
作，希望一票都不能少。」對於有報道指有些候選
人在民調中或被調高支持度，梁文廣亦擔心選情受
挫，「其實美芬講得好：『民調不等於選票』，選
民一定要親身去投票，我們亦不斷向街坊解釋這個
道理。結果美芬能夠高票當選，我們都很開心得到
街坊認同，令美芬可以在立法會繼續發聲。」

未來加強接觸年輕人
梁文廣致力做好地區工作，無懼對手攻擊。

   今屆立法會選舉排在梁美芬名單第二的梁文
廣，由議員助理出身，到參選兩屆區議員皆當選，
總共經歷三次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工作，經驗豐
富，「我由美芬 2008 年首次參選立法會開始助選
工作，在 2012 年及今屆都榮幸地晉身她的參選名
單，一齊並肩作戰！」
   梁文廣經歷多次選舉，有感近年的選舉愈趨政
治化，「現在對手及選民甚少理會民生工作，反而
充斥政治化攻擊。」其中一項被外界指暗藏政治目
的的選舉工具，就是民意調查。從民調公佈之初，
美芬名單的支持度一直名列前茅，餘票更被指足以
讓梁文廣一起當選，「其實我們每天落區接觸選民，
都感覺民調未必反映實況，所以擔心民調失誤，影

18

   美芬近年在選舉中獲得的票數節節上升，梁文
廣認為主要歸功於市民認同她的社區工作，「今次
選舉投票率高，其實都是有更多人出來發聲、投票
支持美芬，往後我們會繼續穩打穩紮做好社區工
作，除了鞏固實力，將來亦會與經民聯研究做更多
配合年輕人的工
作， 我 們 深 信 年
輕人不是一座要
移 走 的 大 山， 反
而應接觸和擁抱
他 們。」 梁 文 廣
相信以經民聯的
實力和美芬在社
區 的 能 量， 將 來
會 獲 得 更 多 市 民 梁美芬與梁文廣合作多年，一齊熱
心為街坊服務。
的認同。

與美芬並肩作戰
多年的左滙雄，對
團隊今屆取得更
多街坊的支持感
到鼓舞。

   排在梁美芬參選名單第三的九龍城區議會副主
席左滙雄，自 2008 年梁美芬參選立法會以來，他
一直居於幕後，擔任美芬穩打穩紮的「樁腳」角色。
今屆轉戰幕前，與美芬並肩經歷立法會選舉的洗
禮，他自言「好震撼，亦好難忘。」在現今分裂的
社會，美芬團隊以 49,745 高票當選，他為此感到
鼓舞，證明團隊的紮實地區工作得到認同，成績令
人振奮，成為他從事地區工作的最佳推動力。
   左滙雄 2003 年以獨立候選人身分成功挑戰當
時愛民邨的「票王」對手而當選至今，多年來在地
區默默耕耘。今屆選舉美芬團隊以「反拉布、反暴
力、反港獨」為主題，左滙雄明顯感受到市民比過
去幾屆「肉緊」。「開設街站時，好多市民都會問
我們一個問題：是否『反拉布』？他們不要擾亂社
會秩序的議員。」左滙雄明白現時社會秩序屢受衝
擊，市民擔心經濟每況愈下，對民生百害而無一利，
他們需要一個做實事的立法會議員，不想讓「拉布」
拖垮香港。美芬團隊這種堅定的信念，愈來愈得到
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論壇，團隊經歷過被造謠抹黑、人格謀殺等惡意攻
擊，面對艱辛的選舉工程，美芬都能游刃有餘去應
付，使他由衷的感到佩服，「在論壇一站就是四、
五個小時，非常消耗體力，兼且面對無理攻擊，美
芬均以政績及政綱逐一反駁被扭曲的事實。」論壇
的經驗既震撼，且難忘。
   此外，眾多義工以一腔熱誠支持「反拉布，反
暴力，反港獨」的美芬，亦令他感觸良多：社會需
要做實事的立法會議員，只有社會復和，香港才有
希望。

選舉論壇體驗震撼
   回顧整個選舉過程，左滙雄百感交集：「49,745
張得票，每一張選票、每一份肯定，都來之不易。」
由「大汗疊細汗」在街站拉票，到接二連三的選舉

左滙雄跟隨美芬在選舉期間四處拉票，呼籲市民支持反港獨、
反拉布的梁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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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龍虎榜

九龍城（啟德北區）議員梁婉婷：

「經民之花」不讓鬚眉

深水埗 ( 石硤尾 ) 區議員陳國偉：

老幼粉絲齊撐「偉仔哥哥」

回味與梁美芬團
隊一起奮鬥的選
舉經歷，婉婷侃侃
而談當中的甜酸
苦辣。

   「巾幗不讓鬚眉」，排在梁美芬競選團隊第五
位的女將梁婉婷是啟德北的現任議員，被外界稱為
「經民聯之花」。年紀輕輕的婉婷，憑着紮實的地
區工作，深得民心而奪得啟德北議席。今次跟隨梁
美芬團隊參選立法會，美芬拼搏爭勝的精神為她帶
來很大的刺激和啟發，而市民支持「反拉布、反暴
力、反港獨」的聲音，更堅定了她服務社區的決心。
   尊稱梁美芬為「博士」的婉婷，早在啟晴邨
「鉛水事件」時就與經民聯和博士結下淵源。她於

選舉期間，有賴一班熱心義工攜手與美芬團隊一起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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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開始服務因「槍擊案」及「鉛水事件」震
驚全港的啟晴邨，「當時身為一個社區幹事，好多
事做不到。那時，經民聯和博士非常關注啟晴邨，
就『鉛水事件』約見政府官員，並持續跟進。」事
件中，婉婷切身感受到與政府建立溝通渠道的重要
性。因此她獲邀加入梁美芬團隊時，沒有片刻猶豫，
她希望透過選舉反映市民的真正訴求，讓香港重回
正軌。

美芬拼搏精神推動後輩
   回想與美芬團隊一起拼選戰，她大嘆選舉論壇
令她「大開眼界」，「博士為了論壇，做了好多準
備功夫，每次都帶厚厚一疊資料文件在看。」而博
士不停歇地為選舉奔走，源源不絕的體力支出亦令
這個「後生女」自嘆不如，「選舉完了第二天，博
士仍可以回大學講課。真要向前輩多多學習，無論
是體力或精神上！」
   整個選舉過程有苦有樂，亦留下好多窩心的畫
面。「投票當日有位新娘告訴我，她視投票為大事
之中的大事，早上七點半投完票支持我們後才去行
婚禮。」市民的支持令她感動，也更堅定團隊的信
心，她希望透過多做實事，使立法會工作重回正軌，
重拾市民對議會的信任和尊重。

陳國偉形象敦
厚 親 切， 深 受
街坊歡迎。

   去年初次參選區議會即當選的深水埗 ( 石硤尾 )
區議員陳國偉，今次亦是首度參加立法會選舉，他
形容獲梁美芬邀請加入其名單是「一拍即合」，「我
堅定不移地支持美芬參選的主體思想：做實事、反
拉布、反港獨，所以很希望能夠盡我所能出一份
力。」
   首次面對競爭激烈的立法會選舉，陳國偉說最
難忘的是各方劍拔弩張的選舉論壇，「原本以為是
大家議政論
政，互相質詢
政策議題，但
實際卻是充滿
謾罵，令人失
望。」團隊亦
屢遇街頭挑
釁，「有時候
遇到對手在同
區街站宣傳，
或會遭受不禮
貌對待，不過
我們的義工都
好硬淨，被侮
梁美芬與陳國偉「一拍即合」為街坊服
辱 攻 擊 時，
務。

也會表明自己做事是為了香港好，勸喻對方勿再搞
事。」陳國偉佩服義工們的正義感，團隊拉票時遇
上阻力或誤解時，雖然有時會感到洩氣，但互相鼓
勵過後，亦會繼續堅持理念，勇往直前。
陳國偉形象敦厚親切，區內街坊不論小朋友或
老人家都視他為親人。他憶述在投票日當天，有小
朋友「督促」父母往票站投票撐「偉仔哥哥」；亦
有一位住院婆婆在醫生勸阻下，仍然堅持坐輪椅出
院投票支持他。即使當日忙於拉票，陳國偉仍往醫
院探望婆婆答謝其熱心支持，「婆婆家人說她曾受
過我協助，所以不顧病情嚴重，都要來投票支持
我。」陳國偉感動地說。

初試啼聲獲益良多
   這次初試啼聲參加立法會選舉，陳國偉除了擴
闊眼界，還獲得很多工作啟示，有助日後加強社區
服務，「今次與美芬一齊拍過 MV、做 Facebook 直
播等不同形式的新媒體宣傳，如今我正在籌備開設
個人專頁，將會以輕鬆手法談論民生議題，亦會加
插介紹社區的短片，例如推介地道小食或區內小
店。」陳國偉希望藉此多角度推廣社區，與居民拉
近距離，並深入接觸年輕人社群，讓大家對他的認
識更為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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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橋樑

經民聯致力捍衛業界權益

金融

經民聯作為香港工商及專業界的代表，一直致力捍衛業界權益，建構工商界、專業界與政府溝
通的橋樑，聯繫和促進各界合作交流，積極為業界開拓新的發展機遇。

反對取消
強積金對沖
經民聯聯同 14 個商會去年 12 月合辦「強積
金對沖機制論壇」，邀請工商界代表及學者，
從多角度探討一旦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對經
濟和社會的影響。

經民聯舉辦金融體系講座，
邀請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
到場與聯盟成員對談。

今年 10 月，經民聯與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聯袂主辦、金融界四個商會協辦《上
市架構諮詢文件》研討會，聆聽業界意見。

旅遊

經民聯今年 3 月至 5
月 向 全 港 逾 300 個
商會進行問卷調查，
結果發現逾八成半
受訪商會反對取消
強積金對沖機制。

深圳居民赴港「一周一行」措施推行
後，訪港內地旅客大減，旅遊業及相關
行業經營困難。經民聯聯同旅遊業界代
表去年 4 月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會面，促請政府採取措施，紓緩
「一周一行」的負面影響。

經民聯聯同旅遊、酒店及餐飲業界
代表去年 9 月舉行記者會，提倡優
化「自由行」政策，以吸引更多內
地居民來港旅遊。

由經民聯和 15 個主要商會成立的「工商界關注退保及強積金事宜聯席會議」，在今年 6 月就退保諮詢，向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遞交意見書，強烈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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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與旅遊、零售、飲食及運輸業界代表，在去年 12 月與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會面，向政府提出多項支援業界發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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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橋樑
地產

交通
經民聯約見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
誠武，促請改善交通連接系統等問
題，為推動民生事務掃除障礙。

經民聯聯同「地產代理業界聯席會議」轄下的「市民置業關注組」成員，今年 5 月與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會面，建議當局放
寬樓宇買賣按揭成數。
經民聯今年 6 月會晤港鐵主席馬時
亨反映巿民訴求，包括全面檢討票
價可加可減方程式、有序推出鐵路
工程項目、增建港鐵便民設施等。

工程
立法會「拉布」成風，拖延多項工程項目上馬，
嚴重影響經濟民生。經民聯議員今年 5 月出席
建造業大聯盟主辦的反拉布遊行，要求立即停
止「拉布」。

的士業
權益
政府計劃推出「優質的士」專
營權試驗計劃，多個的士商會
及業界人士強烈反對，認為會
損害業界的合法經營權益。經
民聯今年 6 月接收「撤回的士
專營權大聯盟」的請願信後，
再舉行「的士業捍衛權益大會」
讓 20 多個的士商會代表在會上
表達意見，促請政府聆聽及正
視業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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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難民
問題
「假難民」問題持續擾港，
影響香港治安及加重財政負
擔，經民聯今年 4 月約見保
安局局長黎棟國，就如何解
決「假難民」問題提出多項
建議。

今年 7 月，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
梁美芬博士再與廣東省公安廳負責
人會面，促請兩地政府聯手執法嚴
打「假難民」偷渡問題，並就加強
源頭堵截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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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活動

新年祈福

親子愛家

猴年元宵佳節，經民聯舉辦
新春盆菜宴，與 2000 多名
街坊友好共聚一堂，為香港
祈福。

經民聯今年 6 月在石硤尾社區會堂舉辦以
「管教兒童德行」和「善用財富」為主題的
家長講座，區議員陳國偉邀來兒童心理專家
即場為家長和小朋友解答問題。

經民聯今年初在旺角花墟舉辦主題為
「一地兩點」的年宵攤位，為市民送上
新春美好祝福。

時任經民聯副主席盧偉國年初與工
程師們在港鐵香港站演奏多種樂
器，祝賀巿民新春快樂，吸引大批
市民駐足欣賞。

宣揚孝義

時任經民聯副主席盧偉國與梁美芬在母親節向
母親們派發鮮花，場面溫馨。盧偉國更即席演
奏色士風，祝願各位媽媽母親節快樂！

26

復 活 節 期 間， 經 民 聯 屬 下
社會服務隊舉辦「愛家庭 ‧
愛社區」填色比賽，吸引逾
二千名學生參加。同學們發
揮創意，用色彩把愛與關懷
傳揚社區。

社區招聘
愛心月餅

與眾同樂

經民聯全力支持「西貢北寵物嘉年華 2016」，
聯盟區議員李華光和陳灶良在現場與愛狗人士和
寵物同樂。

經民聯今年 6 月在南昌社區會堂舉辦社區招聘
日，即場提供二千多個職位，幫助應徵者尋覓
理想工作，反應熱烈。

中秋佳節，經民聯石
硤尾邨區議員陳國
偉與經民聯青委合
辦「親手製作愛心月
餅」活動，青年義工
們帶着愛心月餅到
石硤尾邨探訪長者，
送上一份節日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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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人才

BPA暑期實習計劃
   經民聯自 2013 年起，每年舉辦的「暑期實習計劃」已樹立了良好口碑，今年 6 月再推出為期六
周的實習計劃，招收大專院校學生。計劃讓實習同學在聯盟各個辦事處參與政策研究、地區服務及
協辦各類型活動，擴闊青年人視野，提高他們對公共事務及社區參與的興趣。

實習同學分別參觀本地兩間電力公司，了解本港電力市場以及未來能源政策的方向。

能源得來不易，同學踩踏
發電單車，消耗不少體力
，才產生丁點電力，體驗
能源的珍貴。

實習同學參觀新建的屯門污泥處理綜合設施－ T Park，了解香港的減廢藍圖。

經民聯行政總裁陸漢德先生與實習生分享多年來的工作心得，
鼓勵同學不斷學習，應對未來的挑戰。

實習生亦到訪立法會，認識立法機關監察政府的職能及運作，並參加了模擬辯論，一嘗政策辯論的滋味。適逢行政長官
答問大會，同學亦旁聽會議。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漸趨嚴重，同學們穿上特製的「體驗衣」，感受長者身體機能退化的不便，學習建設長者友善社區的
理念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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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六周的實習計劃圓
滿結束，聯盟為同學舉
辦結業禮。時任經民聯
主席梁君彥與一眾同學
進行交流，並向同學頒
發結業證書，寄語青年
人繼續關心社會發展。

29

經民聯七張立法會名單齊當選
BPA 新領導層誕生 盧偉國接棒任主席
劉業強樂做城鄉溝通橋樑
黃舒明「揼石仔」贏街坊認同
梁美芬背後的「五福將」

地址：香港夏愨道 18 號 海富中心第一期 32 樓 3204A
電話：2520 1377
傳真：2527 9930
網址：www.bpahk.org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bpa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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