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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投票有責 意願絕對自由 校長苦求情 還要圍會展

社 評 井水集

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投票後天（二
十五日）就要舉行。在此關鍵時刻，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天就投票
的依法進行、包括保密工作，回答了記
者的提問，內容值得關注。

事實是，近日在反對派及個別亂港
傳媒的刻意渲染和煽惑之下，特首選舉
的公平、公正性受到質疑，以至部分選
委也產生了一些疑慮。

依法進行和公平、公正性，是任何
選舉活動必不可少的要素；面對眼前這
場特首選舉來說，其重要性就更是形同
名譽和生命線。

兩位建制派候選人之間，爭持激烈
，毋庸否認，但選舉的依法進行和公平
、公正性絕不會因此而有任何改變，這
點是必須十分明確和不容置疑的。

對此，反對派和亂港傳媒聲稱，建
制派和 「左派」 報紙連日都在大聲疾呼
，選委不能投白票、不能讓 「流選」 發
生，選委感到 「受壓」 ，選舉的公平公
正性也受到威脅，云云。這完全是混淆
事實之言。

連日建制派包括愛國報刊是否有勸
喻和游說選委不要投白票？答案不僅是

有，而且還呼籲得十分賣力。但這和什
麼 「施壓」 完全是兩回事，對選舉的公
平、公正性和依法進行更沒有絲毫的抵
觸和違背，因為在三月二十五日的選舉
中投下神聖一票，正正就是一千二百名
選委光榮的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責任。

因此，呼籲、游說選委認真、盡責
投票，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相反，
難道建制派要呼籲選委不投票、投白票
才正常？那不成了咄咄怪事了嗎？只有
像何俊仁這樣的候選人 「怪胎」 ，才會
「呼籲」 選委投白票。

更重要的是，呼籲和游說選委認真
投票、不要投白票，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選舉制度的設置
和投票程序的具體安排，是否可以確保
選舉的公平、公正性和依法進行，是否可
以確保選委們按照個人意志自由自在地
投下手中一票，才是更重要的關鍵所在。

而從昨日譚志源局長的介紹看來，
三月二十五日會展中心投票站的設備和
安排，不僅周全、縝密，而且簡直可以
用 「滴水不漏」 四個字來形容。

譚志源一再強調指出，特區政府為
確保選舉依法進行，根據連日社會各方

面的意見反映，當日會場內的保密投票
工作已予以加強，任何人包括選委，在
場內嚴禁溝通、錄音、拍照、錄影；投
票間除左右兩旁有間板相隔外，連頂部
也會加上上蓋，確保劃選票的過程旁人
無法得見。

而且，投票時，站內所有攝錄機將
會全部關掉或改變鏡頭方向，不會拍攝
。至於有傳媒記者提出什麼 「手指模」
、DNA 的選票化驗，譚志源局長在明
確回覆 「一定不會」 之外，只能以 「電
視劇情節」 來形容。

對此，譚志源重申，投票保密工作
可說已做到 「零容忍」 ，甚至已 「矯枉
過正」 ，但為確保選舉的依法進行和公
平、公開、公正，只好向一千二百位選
委講句 「唔好意思」 。

因此，完全可以確信，星期日的第
四屆行政長官選舉，一方面，一千二百
名選委應該切實履行自己的光榮職責，
投下神聖一票，不應投白票；另一方面
，他們按照個人意願投票的自由絕對不
會受干擾。如此公平公正公開、依照法
律程序，一定可以選出一位為多數港人
擁護的特首。

去年九月立法會遞補機制論壇被
搗亂一事，法庭日前已經作出裁決，
「長毛」 及四名鬧事者 「擾亂公眾秩

序」 罪名成立， 「長毛」 帶頭作惡，
判入獄兩個月兼罰款賠錢，另四人則
被判入獄三個星期。

四名被判入獄三星期的被告中，
有兩名是大學生，其中女學生陳倩瑩
就讀中文大學，男生鄧建華是 「嶺南
」 學生。對兩名大學生來說，特別其
中有一名是女孩子，被判鋃鐺入獄，
多少都會令人有一絲同情之念。按照
法例，曾經犯過刑事入獄，日後申請
政府職位及銀行、教師工作會有困難
，就是想往外國留學也會打下一個「污
點」。因此，從人之常情而論，除非犯
了什麼不可原諒的重大過錯，對年輕
人、特別是大學生來說，如果作了什
麼涉及違法之事，也是 「能寬容處且
寬容」 ，小懲大戒、給予警告，或判
以 「社會服務令」 之類，也就是了。

正因如此，中大校長沈祖堯就專
門為女學生陳倩瑩寫了 「求情信」 ，
要求輕判。

市民如此寬容、校長如此關心，

但作為被告的兩名大學生，自己的回
應又是如何呢？答案是兩人不但不知
悔改，沒有表露悔意，相反還說下次
有機會，還要再去衝擊、搗亂。他們
振振有詞地說，遞補機制 「不公義」
，因此 「為公義」 坐牢也 「值得」 ！

而且，就在後天舉行的特首選舉
投票之日，他們還要再去 「圍會展」
、到會場去衝擊！

這樣的大學生，到底是如他們口
中所說的那麼 「正義」 ，還是不負責
任和 「冇腦」 ？他們口口聲聲什麼
「正義」 之時，有沒有人想過社會治

安秩序？有沒有想過人家也有參加論
壇的權利？他們憑什麼用「V煞」面具，
衝入會場肆意搗亂，恐嚇一些老人家？

他們口口聲聲「正義」，又有沒有
想過父母供書教學的期望？有沒有想
過沈祖堯校長的苦心？有沒有想過納
稅人公帑維持的大學經費巨額開支？

「長毛」 聲稱，做不做議員 「無
所謂」 ，但這些年輕人、大學生還要
不要讀書、要不要前途？ 「年輕」 也
不是違法暴力衝擊的
藉口和特權！

投票選特首 違規零容忍
譚志源：確保選舉依法進行

【本報訊】小童群益會日前發起 「三．二一全港青年選特首」模擬投票，
共有逾五萬七千名青少年參與。昨日公布的點票結果顯示，梁振英獲一萬九千
一百五十一票，得票率為百分之三十三點六，為三名候選人中最高。唐英年則
獲一萬二千五百票，得票率為百分之二十一點九，在三人中 「包尾」。

小童群益會聯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日前舉辦 「三．二一全港青年選特
首」活動，發動轄下二十五間中心和全港一百二十多間中學，年齡介乎十二至
二十一歲的青少年，透過實體投票或網上投票的形式，模擬 「一人一票」的特
首選舉投票。該會註冊社工楊進麗表示，活動的目標人群為十萬人，最終投票
人數有五萬七千零四十，投票率達五成七，顯示學生反應積極。

點票結果顯示，梁振英獲一萬九千一百五十一票，得票率過三成三，為三
名候選人中最高；唐英年則得一萬二千五百票，得票率近兩成二，在三人中
「包尾」。

楊進麗指出，雖然兩人的支持率都受到負面新聞影響，但她猜測梁振英支
持率仍然領先的原因，是因為唐英年的負面新聞更易被青少年理解，而梁振英
的負面新聞則缺乏確鑿證據。她希望透過是次模擬投票，提升青年人對特首選
舉的認識，並相信今次的模擬對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具有演練意義。

【本報訊】擁有兩張選票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昨日發布 「教育界對特
首候選人的民意調查」結果簡報，顯示有逾六成受訪者同意行政長官候選人梁
振英有能力擔任特首，近三成表示會投支持票予他；認為唐英年有能力擔任特
首的僅有兩成七，會投給他支持票的只有百分之六點五。教聯會表示， 「流選
」對香港無好處，因此會投票給梁振英。

該會於本月七至十九日，透過問卷，訪問了一千多名校長、教師及學校行
政人員。結果顯示，超過六成三受訪者認為，梁振英有能力擔任行政長官，表
示會投支持票予他的有兩成七；認為唐英年有能力做特首的則只有兩成七，會
投支持票給他的就只有百分之六點五；至於何俊仁，則僅有百分之三點五的受
訪者表示會投支持票予他。

此外，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指出，梁振英的支持度遙遙領先於其他人，顯
示出明顯意向。該會選委麥謝巧玲就表示， 「流選」對香港無好處，會投票給
梁振英。

【本報訊】由不同機構發起的多個民調顯
示，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的支持率明顯佔優
，而另一名候選人唐英年的支持率則在多個調
查中被拋離。其中，香港研究協會的調查就發
現，四成半市民預計梁振英當選的機會最大；
新論壇的調查則顯示，四成四受訪者支持梁振
英做特首，支持唐英年的就只有兩成半。此外
，就反對派近日煽動選委投白票，及大肆鼓吹
流選的行為，新論壇調查顯示，有逾五成受訪
者反對投白票，近五成表示不想 「流選」。

逾半人反對投白票
新論壇昨日公布的 「市民對特首選舉意見

調查」結果，發現超過半數受訪者反對投白票
，近半數不希望看到特首選舉出現 「流選」。

就唐梁兩位候選人的負面消息，近六成受訪者
認為唐英年的負面消息是基於事實而非抹黑，
至於梁振英的負面消息，近三成認為是抹黑，
近四成認為抹黑和事實皆有。然而儘管受負面
新聞影響，梁振英的支持度依然在三者中佔優
，有四成半受訪者支持他，而只有兩成半支持
唐英年。

新論壇召集人馬逢國表示，在政綱和願景
方面，梁振英能準確指出市民目前面對的困難
，對公共政策問題的分析亦令人信服，他 「行
之正道，穩中求變」的政綱思想，也與新論壇
的理念接近。他舉例說，特別在經濟發展方面
，新論壇與梁振英都認為政府應改變過去的積
極不干預政策，以改善市民生活，增加職位為
首要目標，令全港市民在經濟增長中受惠，安

居樂業。另外，他認為，梁振英在草擬政綱的
過程中，展現出與市民的良好溝通，並認真聽
取和吸納民間意見，匯聚民意，而新論壇過去
的建議也很大程度地在梁振英的政綱中有所反
映，新論壇表示認同。

就梁振英的負面消息，馬逢國認為，西九
事件十年前已解決，如今舊事重提，是小題大
做，相信立法會會查明事件。至於所謂的 「黑
金政治」指控，他指，目前無證據直接顯示梁
振英的團隊有安排飯局，而且，候選人都希望
接觸選民，但選民的行為不受候選人控制。另
一方面，他批評唐英年不惜違反行會保密原則
去指控梁振英，違反了遊戲規則，是政治道德
有問題。

馬逢國強調，就目前三名候選人各自的表
現，在政綱理念、匯聚民意、處事能力和爭取
市民認受等多個方面，新論壇認為梁振英比其
他候選人更為優勝，故將支持他出任行政長
官。

馬逢國亦透露，新論壇聯同友好選委共握
有二十二張選票，其中有八人提名梁振英，三
人提名唐英年，另有八人未有表態。他表示，
新論壇將會把民調結果和新論壇支持梁振英的
理由傳達給友好選委，在尊重、不干預的前提
下，鼓勵選委持負責任的態度，勿投白票，並
建議他們支持梁振英。

另外，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十九日至二十
二日，以電話訪問了一千多名市民，發現有近
四成受訪者支持梁振英當選特首，並有四成半
受訪者預計他最終會成功當選；而支持唐英年
的受訪者則只有近兩成，預計他會成功當選的
則僅有一成四。

一千多名選委可於周日早上九時
至十一時到灣仔會展中心投票。譚志
源呼籲選委當日盡早到場，避免因交
通繁忙而耽誤投票時間，而現場八時
就可以進入，並設有休息室供選委在
投票前和投票後休息，同時亦希望選
委在首輪投票後，暫不要離開現場，
等待是否需要第二輪投票。

票站內拍照機會近乎零
對於近期有報道稱，選委可在投

票時拍攝選票的填寫情況，譚志源強
調，當局會確保行政長官選舉依法進
行，任何人在票站範圍，應嚴格遵守
選舉規例，包括保密規定，不可作出
溝通、拍照、錄影、錄音等行為，呼
籲選委不要以身試法，如發現有干犯
條例的情況，會採取 「零容忍」的態
度，依法追究，但他相信有選委在票
站內拍照的機會 「幾乎等於零」。

譚志源表示，為提醒選委有關保
密規定，除會在現場有張貼海報提示
外，亦會呼籲選委在進入票站前將手
機、攝錄裝置關閉，如有較大件的器

材，如 iPad 等，亦可交予票站工作人
員暫時代為保管，同時當局亦會有足
夠、大量人手在現場監察這方面的工
作。

對於有報道稱，可通過檢驗選票
的DNA、指紋等知道選委的投票意向
。譚志源回應表示，現在不是拍電視
劇，行政長官選舉投票以不記名方式
進行，不存在檢驗DNA、指紋等方法
，且在投票當日，部分原來安裝在票
站範圍內的閉路電視，亦會調整方向
並關閉。

譚志源強調，對於行政長官選舉
，特區政府不會受任何人施壓，會確
保選舉依法公平地進行，若有其他人
士或力量試圖作出脅迫的手段，屬違
法行為。譚志源又說，自己不希望見
到選舉 「流選」，但當局已預留足夠
公帑應付可能發生的情況。

此外，對於近日有意見提出，
希望在投票間加設上蓋，以加強保
密，譚志源回應表示，已指示選舉
事務處研究技術可行性，相信可以
做到。

【本報訊】行政長官選舉將於周日舉行，一千一百九十三名
選委將用手中的票為香港選出新一任行政長官。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譚志源重申，選委在行政長官選舉投票時要依照規定，包
括不可在票站內交流以及使用器材攝錄選票，當局會加強監察，
對違規行為採取 「零容忍」 的態度。

教界認同梁具能力

青少年視梁為首選

民調顯示梁支持率續領先

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將於周日（二十五日）舉行，
現時共有三名候選人參選，在逾一千名選委投票下，若
任何一人取得超過六百票，將會成為新一任行政長官。

當日首輪投票時間為早上九時至十一時，由於部分
選委身份重疊，加上部分特殊個案，故實際上只有一千
一百九十三名選委。投票以不記名和保密形式進行，選
委當天早上可到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三樓大會堂投票
，每名選委只有一票，而投票過程與立法會和區議會選
舉相近，選委需於選票蓋上有剔號的印章，過程中不能
拍照。

投票結束後，選舉事務處會將票箱作 「封箱」 ，並
移至會展舊翼五樓F及G展覽廳作中央點票，公眾可到
場觀看，觀眾席設約一千個座位。若果點票後未有任何
一位候選人取得六百○一或以上票，最低票數的候選人
會被篩走，選委需於下午二時至三時再到三樓作第二輪
投票，之後再重新點票。

一旦兩位候選人中，仍沒有人取得六百○一或以上
票，選舉會立即終止並宣告 「流選」 。選舉事務處會於
五月六日再舉行另一次選舉，所有有志參選的人必須重
新取得提名，而所有選舉經費亦會重新計算。

話你知

當選須至少取601票

▲ 新論壇昨日公布
的 「市民對特首選
舉意見調查」 結果
，顯示近半數人不
希望看到特首選舉
出現 「流選」 。圖
為召集人馬逢國
（中）談及調查結果
。左為副召集人藍
鴻震，右為地區事
務主任陳財喜

▲

譚志源表示，
選委在行政長官
選舉投票時要依
照規定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