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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被斥最大大話精

2

反對派候選人昨
天繼續藉 「學民思潮
」 發起的反對國民教
育絕食事件撈取選票
。在昨天電台舉辦的
新界西論壇上，新民
黨候選人田北辰踢爆

公民黨在國民教育立場上大轉軚，指其
撐國教在先現卻為抽水而反對，形容公
民黨是 「全香港最大的大話精，呃咗人
都無人知！」 又有聽眾譴責公民黨余若
薇並未服務過新界西市民，卻非要空降
而來，選民不能接受。

本報記者 戴正言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選舉投
票日在即，功能界別會計界候選人林智遠，昨日
聯同約一百五十名業界代表，利用午餐時間在中
環巡遊。有會計師代表表示，希望向更多選民推
薦林智遠，認為他是 「有承擔、有能力，能代表
業界」的最佳人選，呼籲選民於九月九日投票支
持四號林智遠。

參與是次活動的包括四大會計師行代表、中
小會計師事務所代表、商界會計師和一班年輕會
計師，他們一致認為林智遠是代表業界的最佳人
選，呼籲未有投票取向的選民，參考林的背景和
往績，投他一票。

巡遊隊伍從遮打花園出發，沿德輔道中，經
過太子大廈、置地廣場，再由遮打道返回起點。
林智遠對同行的支持表示感謝，他表示，看到各
位頂着烈日，仍身着西服，打着領帶來參加巡遊
，十分感動，同時認為這是彰顯會計師的專業精
神，呼籲大家捍衛這種 「專業、自主、可靠」的
精神，支持自己，勿將選票投給 「平時不敢認自
己是會計師的人」（暗示對手梁繼昌，梁在參選
時未報稱自己是會計師）。

到場支持的全國人大代表，同時亦是執業會
計師的雷添良指出，從參加Nelson（林智遠洋名
）誓師大會到現在，看到對方用心用力接觸選民
，積極發政綱給業界。他強調，香港正處於重要
關頭，希望業界選擇 「有承擔、有能力，能代表
業界的人進入立法會」，呼籲選民於九月九日投
票支持林智遠。

醫管局主席胡定旭昨日亦到場支持林智遠，
他認為會計界選情激烈，各候選人的支持率十分
接近，又稱認識林智遠很久，會支持對方。

關於最後幾日的拉票工作，林智遠表示，有
朋友幫他製作了動畫，近日會用whatsapp發送給
業界朋友，他並會繼續發電郵及打電話，爭取支
持。談到對手──代表公共專業聯盟參選的反對
派梁繼昌，林智遠指，對手有強力鐵票，而自己
作為獨立候選人只能盡力去做。關於梁繼昌團隊
曾在特首選舉期間提出以 「選票換官位」事件，
林智遠表示，相信公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會計界候選人包括：林智遠、梁繼昌、黃宏
泰、陳普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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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劍

九月九日周日立法會選舉， 「你的
兩票好重要」。

如何重要？作為選民，在投票前應
慎重思考。宇文劍會 「思前」，再 「想
後」，才考慮投票給誰：一、整個選舉
的意義；二、手上選票的意義；以及三
、選舉結束，所選出的代表進入議會後
今後其言行將如何影響政府推行政策，
社會將因我投的票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我必須負上一定的責任。

以上三點，雖然並無法律約束力，
卻有良心約束力。 「選票好重要」就是
包含着這些意義。

比方說，一位天皇巨星出來參加競
選（這個沒問題，重要的是他要懂民生
政策），他擁有大班 「粉絲」，後者一
窩蜂投了他的票，結果他進了議會。但
是，他無法為社會作出貢獻，因為他對
政策事務一竅不通。這些 「粉絲選民」
憑一己的喜好投票，結果是浪費了選票
之餘，也佔用了寶貴的議席，對民生大
事全無幫助之餘還可能有反效果。

目下香港各個黨派的立場很鮮明（雖然有些水
平低，沒有既定藍圖），民建聯、工聯會等建制派
專注民生實務，民主黨和公民黨高喊民主，社民連
和人民力量擁護無政府主義。

作為選民，我必須想清楚，我是憑一己的喜好
， 「鍾意佢靚仔或靚女」？ 「鍾意佢動輒叫絕食好
夠膽」？ 「鍾意佢聲聲叫民主即使無民生實務成績
也不要緊」？如此而已？究竟我心目中 「想建構一
個怎樣的社會」？

重視民生實務的，當然要選建制派如民建聯和
工聯會了。民生實務本來就是頭號民主要素，高喊
民主而提不出民生實務即是空喊口號，是假民主；
無政府主義者樣樣反樣樣激進，社會可以承受無
秩序狀態嗎？市民如何過正常生活？動輒絕食，
即盲目絕食，雖然沒有動武，卻仍然是激進，目
標不正確而動用激進手段，對社會有益嗎？

民主選舉的可貴處在於：政府知道市民
想建構一個怎樣的社會，這是加速社會
進步的一個重要手段。

在論壇自由辯論環節，公民黨的郭家麒亦趁
機質問田北辰對於國民教育立場，田北辰揭穿公
民黨醜惡本質指，余若薇○八年支持國民教育，
但為何現在又轉軚？余若薇卻大言不慚指自己不
曾支持，即刻被田北辰形容為 「全香港最大的大
話精，呃咗人都無人知！」又指公民黨是 「有得
呃就呃，有水就抽，是抽水黨！」

反對派只顧借題發揮
民主黨的李永達借題發揮，質問工聯會的麥

美娟，工聯會會否支持絕食學生，麥美娟點破其
背後政治意圖道，不要總是藉助立法會選舉，糾
結於一個單一議題，她強調，工聯會十分關心絕
食中的學生， 「我哋反對洗腦式的國民教育，現
在是膠着的狀態……選立法會唔該你哋講下你的
政綱，呢個論壇上有無人講過個政綱啊？有無人
講過在職貧窮的問題啊？」

論壇進行到一半，有觀眾譴責余若薇道：
「今屆就空降新界西，下一屆可能空降新界東，

究竟呢四年你為新界西做過咩？同時過去四年你
幾時服務過新界西市民？不要為選舉而空降啦。
」余若薇聽後在台上死撐，指自己過去十二年在
議會工作是為全香港，台下頓時噓聲一片。

主持人提出多個關於民生的問題，建制派議
員均各自有想法、主張，在講到關於政府主張興
建屯門至荃灣鐵路的話題時，麥美娟問郭家麒，
「你政綱只有反國民教育，知不知我哋講緊咩啊

？」排在名單第二的余若薇搶着替郭家麒回答，
台下噓聲一片反對替答，但郭家麒默不作聲，繼

續龜縮，麥美娟要求公民黨尊重提問者的問題。

民主黨被指雙重標準
當反對派多位議員在國民教育問題上不斷

「抽水」時，民建聯的梁志祥則發出呼籲，他希望
候選人回歸新界西民生問題，表明民建聯主張經
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他又勸民主黨，不要講一套
做一套，對人對己雙重標準，藉各種話題抽水。

另外，對於近期熱炒的內地自由行 「一簽多
行」話題，獨立候選人何君堯認為，香港在基建
方面要做好，不要區分兩地人的身份，他又踢爆

公民黨指， 「你哋拒絕大陸化，是不是不承認自
己是中國人呢。」

民建聯譚耀宗最後做總結發言時表示，民建
聯今次在新界西派出三支參選團隊，希望元朗、
天水圍、離島鄉郊的朋友支持一號梁志祥；屯門
市民請支持他本人；而荃灣、葵涌、青衣和長洲
的市民，支持陳恒鑌團隊。陳恒鑌則表示，希望民
建聯新一代年輕力量可以進入議會，服務市民。

新界西候選名單還包括麥業成、曾健成、陳
一華、梁耀忠、陳強、陳樹英、李卓人和陳偉
業。

田北辰踢爆國教立場轉軚

譚志源籲行使選民權利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

譚志源昨日下午巡視立法會選舉模擬投票站，他表示，
選民對 「一人投兩票」的認知與日俱增，相信市民會行
使選民權利。譚志源指，為打擊種票，政府在整理選民
登記冊後，已提升選民資料的準確性，有二十一萬不合
資格選民被剔出登記冊。他相信，最近法庭對種票案判
決有阻嚇性作用，呼籲選民切勿以身試法。

譚志源昨日下午聯同選舉大使阮兆祥，參觀為二○
一二年立法會選舉而設、位於禮頓山社區會堂的模擬投
票站。譚志源表示，根據不同的民意調查，包括中央政
策組，及港大民意計劃調查，選民對 「超級議席」認知
程度，已到了合理的水平。據政府內部調查顯示，亦有
超過九成的受訪者知道 「一人兩票」的安排，他相信選
民的認知程度正與日俱增。譚志源呼籲選民近幾日可到
模擬票站嘗試，票站職員會樂意親自向選民解釋疑問。

對於在投票時可能出現的白票和廢票，譚志源表示
，相信未必是與市民的認知有關，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個
別的候選人呼籲他們的支持者不投 「超級議席」那票，
另外可能亦有些選民認為未必有心儀的候選人讓他們選
擇。因此，他呼籲所有選民珍惜 「一人兩票」的投票權
利。

昨天早上有團體到選舉事務處投訴立法會懷疑種票
案件，譚志源回應事件指，政府已採取多項行政措施防
止種票，並已將二十一萬名不合資格的選民剔除於選民
登記冊外。

逾百會計師拱照林智遠

民主黨投訴陳家洛虛報
【本報訊】記者戴正

言報道：任職浸大政治及
國際關係系副教授的公民
黨香港島候選人陳家洛，
在選舉期間公然以 「教授
」的職銜四出招搖，三名
民主黨黨員陳德明（圖）
、羅國強及楊錚昨日再到
選舉管理委員會投訴，指
陳家洛明顯涉嫌有欺騙選
民及違反《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發布虛假或誤
導性陳述行為的罪行，促
請選管會、廉署立即採取
行動，以確保選舉期間公開、公平、清廉的制度。

陳家洛在選舉宣傳品虛報任職 「教授」，涉嫌違反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陳德明指出，陳家
洛提交選舉報名表格的一刻，已經宣誓，所有文書內容
必須是真實的，否則就是違反選舉條例。他們在向廉署
投訴陳家洛虛報教授一事後，廉署表示已正式立案調查
，就證明虛報的表面證據成立。他相信廉署會抓緊時間
調查，而即使陳家洛當選，亦可以就此提出選舉呈請。

浸大日前回覆指，根據大學的人事架構，教授級教
學人員主要分為講座教授，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四
個職級。在所有正式的大學文書中，講座教授和教授個
人稱謂均統稱為 「教授」，而副教授和助理教授會稱為
「博士╱先生╱女士」。對於日常的口頭稱謂，大學則

沒有訂立指引。據悉，廉署已就事件立案調查，大學會
參考有關調查結果，才根據程序考慮適當的處理方法。
有關回覆暗示陳家洛自稱 「教授」的做法不當。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嶺
南大學公共管制研究部一項關於立法
會選舉的調查顯示，地方直選中，七
成八受訪者表示會投票，一成二表示
不會投票。在新增的 「超級議席」投
票意欲上，六成三受訪者表示會投票
，一成九表示不會投票。

嶺南大學公共管制研究部自八月
底至九月初訪問兩千三百多名選民，
調查其投票意向。結果顯示，在地方
直選投票意欲上，表示會（ 「會」或
「肯定會」）投票的被訪者有七成八

（78.5%），表示不會（ 「不會」或
「肯定不會」）投票的有一成二

（11.7%），表示 「未決定」的有一
成（9.8%）。

在新增的 「超級議席」投票意欲
上，表示會（ 「會」或 「肯定會」）
投票的被訪者有六成三（63.1%），
表示不會（ 「不會」或 「肯定不會
」）投票的有一成九（18.6%），表
示 「未決定」的有一成五（14.6%）
。另外，表示會與家人或相識的人

「配票」的被訪者有一成四（14.1%），表示不
會 與 家 人 或 相 識 的 人 「配 票」的 有 七 成 七
（76.6%）。

在地方選區選舉投票意向上，調查顯示，港
島區勝算最高的有三張名單，包括民主黨的單仲
偕，新民黨的葉劉淑儀和民建聯的曾鈺成。九龍
東勝算最高的有民建聯的陳鑑林和公民黨的梁家
傑。九龍西勝算最高的三張名單包括人民力量的
黃毓民，民建聯的蔣麗芸和西九新動力的梁美芬
。新界東勝算最高的有六張名單，包括社民連的
梁國雄，民主黨的劉慧卿，民建聯的葛珮帆，民
建聯的陳克勤，人民力量的陳志全和自由黨的田
北俊。新界西勝算最高的有五張名單，包括民建
聯的譚耀宗，民主黨的李永達，公民黨的郭家麒
，工黨的李卓人和新民黨的田北辰。

至於 「超級議席」投票意向，調查顯示，勝
算最高的三張名單包括民主黨的何俊仁，工聯會
的陳婉嫻和民建聯的李慧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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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選舉資
訊科技界今年仍是譚偉豪與莫乃光之爭，競逐連
任的譚偉豪昨日在港台電視論壇上問莫乃光，政
府共提供了多少用地給予數據中心發展，但莫乃
光卻只顧左右而言，始終沒有給出正確數字。而
不滿莫乃光不回應質疑的網友，昨日又到 IT 界
論壇踩場，但莫乃光仍繼續漠視網友的反對聲音。

不悉數據中心用地量
論壇上，譚偉豪表示自己在過去四年中最大

的工作，就是推動數據中心發展， 「但莫生好似
唔知，又成日抹黑，究竟你是否知道政府在過去
四年或兩年，推出幾多土地做數據中心？」莫乃
光不肯正面回應，只是推說： 「不管政府推幾多
土地都好，最重要是看整個政策對業界是否有幫
助。」

譚偉豪繼續追問： 「我問你專業用地，你說

政府推了兩公頃，而新加坡有十五公頃，這是否
屬實？」莫乃光則辯稱，自己講兩公頃是政府在
上一個財政年度預留的土地。譚偉豪就指出，
「希望你不要再誤導業界，抹黑政府。我從數據

網和科學園已經得知，政府已經在過往兩年撥出
了工業邨十八點五公頃用地給數據中心，現正施
工，合共二十點五公頃，希望你留意。」莫乃光
就死撐自己有留意，更轉移話題稱，支持譚偉豪
的報紙一直抹黑他。

譚偉豪助理被屈感不快
譚偉豪表示， 「我很相信傳媒朋友是要尋找

真相……如果你積極面對，回答別人的問題，別
人 就 不 會 追 問 了 。」莫 乃 光 曾 在 社 交 網 站
Facebook表示對醜聞一概不回應，但他昨日卻聲
稱 「我已經全部回答了。」對於有網友到廉署舉
報莫乃光涉嫌虛報任職科網公司董事一事，相關

的公司早前已證實莫乃光並非該公司董事，但莫
乃光仍聲稱，公司提供的卡片指他是董事。

而一批網友多日來的示威及絕食行動，要求
莫乃光的一連串虛報、涉嫌利益衝突和幕後大金
主等醜聞，莫乃光一直不回應，令網友相當不滿
。他們趁莫乃光昨日出席由IET HK舉辦的論壇
時，持寫有 「莫乃光大話連篇，避席論壇，縮頭
烏龜不回應，疑心生暗鬼」的橫額到場。

此外，有報章昨日指譚偉豪任議員期間向商
業夥伴採購，但未有按規則申報，涉利益輸送。
譚偉豪昨日在論壇上澄清，他過去四年，有數千
或數百個申報，在收到報章的查詢電話時，立即
審視自己是否存在申報問題，並致電議員助理。
他說，助理已有十多年的議員助理經驗， 「佢好
委屈地說，就住這項申報，佢已經同立法會審計
部門傾過，申報得合情合理。若繼續屈佢，佢真
係會唔開心。」

乏專業知識 莫乃光出醜

◀ 林 智 遠
（左五）指
，對手有強
力鐵票，而
自己作為獨
立候選人只
能盡力去做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田北辰（右
二）形容公民
黨是「抽水黨」
。圖左一和二
為余若薇、郭
家麒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麥美娟（左
三）不滿反對
派候選人忽略
提及個人政綱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譚志源（右）昨日與選舉大使阮兆祥（左），參
觀位於禮頓山社區會堂的模擬投票站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