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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為當選用下三流手段 要求民協道歉

區議會選
舉在即，九龍
城啟德北選區戰況激烈
，四人爭奪一個議席。
近日該區候選人之一、
民協李庭豐在區內屋苑
派發單張，聲稱公屋聯會反對立法會運用
《權力及特權條例》徹查鉛水事件。公屋
聯會主席王坤明確指出，公屋聯會並無議
事代表在立法會，李庭豐言論無疑是抹黑
，批評對方為勝出區選，運用 「下三流」
手段。公屋聯會昨日已到廉署舉報事件，
王坤要求民協就事件作出鄭重道歉，否則
將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控告民協誹謗。
啟德北選區候選人之一梁婉婷表示， 「抹
黑」 事件誤導公眾，希望選舉在公平情況
下進行。
大公報記者 陳達堅

ote

22日

九龍城啟德北選區選情激烈，近日更爆出抹黑事
件。公屋聯會昨日一行人前往廉政公署，舉報民協李
庭豐抹黑公屋聯會反對立法會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徹查鉛水事件。公屋聯會主席王坤鄭重指出，該會在
立法會內並無議事代表，根本不存在公屋聯會否決立
法會運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徹查鉛水，李庭豐顛倒是
非黑白，損害公屋聯會聲譽。他又指，若民協不就事
件作出道歉，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控告民協誹謗。
王坤指，希望區選在公平情況下進行，認為候選人用
抹黑手段，損害對手名聲，即使贏得議席亦是不光彩。

派抹黑單張居民反感
梁婉婷亦陪同公屋聯會代表一同到廉署。她表示
，李庭豐近日在區內屋苑派發抹黑公屋聯會單張，區
內居民對此都十分反感，促請他們要採取行動，否則
會有更多市民被誤導。
王坤表示，自公屋食水含鉛事件發生以來，公屋
聯會一直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先後透過請願行動、邀
約房屋署管理層會晤、出席房委會會議，向政府反映
民意，敦促政府為事故鄭重道歉，查出 「鉛」兇，追
究鉛水責任，提出補救措施，並要求向違反合約、違
反法例規定的承建商提出法律訴訟，追討賠償，向受
影響居民作出應有補償。
王坤亦指出，政府早前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
查鉛水事件，獨立調查委員會剛展開聆訊，並會提交
相關報告，如屆時報告未能釐清責任，追究疏忽職守
，檢控違法違規者，公眾必然不能接受，可以引用特
權法再行調查。他又說，食水含鉛事故中，公屋居民
成為無辜受害者，身心及經濟受損，認為房委會有無
可推卸責任，要求向受影響居民作出補償，包括免租
或減租，以表示房委會對事件的歉意。同時，食水含
鉛事發多時，至今仍未有公布為涉事屋邨更換喉管時
間表，促請房委會及有關方面，立即落實時間表，全
速處理。
同區的候選人除梁婉婷、李庭豐外，還包括報稱
獨立的林希婷、陳寶玉。

義工生日街站與陳家珮共慶

▲梁婉婷（右三）與公屋聯會主席王坤（右二）到廉署舉報李庭豐抹黑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公屋聯會聲明全文
本會一貫以 「擺事實．講道理．爭權益」
為宗旨，多年來無懼風雨，為民發聲。本會在
立法會並無議事代表，並無牽掛，無政黨掣肘
，集結基層力量發聲，有目共睹，不容抹黑！
本會對公共屋邨食水含鉛事故發表以下聲
明：
1.追究鉛水責任，要求房委會道歉
自公屋食水含鉛事故於本年七月起爆發，
本會一直關注事態發展，先後透過請願行動、
邀約房屋署管理層會晤、出席房委會會議等，
反映民意，敦促特區政府、房委會為事故鄭重
道歉，查找 「鉛」兇，追究鉛水責任，提出補
救措施，並要求向違反合約、違反法例規定的
承建商提出法律訴訟，追討賠償，向受影響的
居民作應有的補償。
2.要求交代 「鉛」 兇責任，必須問責
就食水含鉛事故，特區政府以及房委會先
後成立三個委員會，包括 「調查食水含鉛量超
標專責小組」、 「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
以及 「公屋食水質量控制問題檢討委員會」，
分別調查食水含鉛的成因、檢討食水現行規管
、監察制度，以及就食水安全提出建議。早前
專責小組指出食水含鉛超標的原因，是錫焊接
物料含鉛所致，並提出一系列改善建議，但並
未提及事故的責任誰屬。本會要求必須向公眾
交代 「鉛」兇責任，要求問責，為事故承擔責
任，不能蒙混過關！
3.應等候獨立調查委員會報告結果

特區政府早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委任
高等法院法官陳慶偉擔任主席，具有法定調查
權力，有權傳召證人及披露文件，稍後將提交
報告。有立法會議員在現階段要求引用《立法
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鉛水事故。本
會認為，獨立調查委員會剛展開聆訊，日後提
交的報告，如未能釐清責任，追究疏忽職守，
檢控違法違規者，公眾必然不能接受，可以引
用特權法再行調查。
4.為受影響居民作出補償
在食水含鉛事故中，公屋居民成為無辜受
害者，身心及經濟受損。本會認為，房委會有
無可推卸責任，要求向受影響居民作出補償，
包括免租或減租，以表示房委會對事件歉意；
此外，對於日後需要更換室內喉管租戶，房委
會也應作出賠償，工程應盡量減少對住戶原有
裝修及設施的損壞；對血液含鉛超標個案，有
關當局應長期跟進，監察健康情況及對智力發
育的影響，並作出應有賠償措施。
5.要求落實換管時間表，再行抽驗食水
事發多時，至今仍未有公布為涉事屋邨更
換喉管時間表，本會促請房委會及有關方面，
立即落實時間表，全速處理，不應耽誤！此外
，為挽回居民對食水信心，在安裝濾水器後，
也應為住戶抽驗食水，確保有效運作，讓居民
可暫時安心飲用。
2015年10月29日

李
▲煒鋒承認，當日發出有關電郵時，的確出現技術
失誤，導致有一百個選民資料外泄
網上圖片

李煒鋒宣傳電郵泄選民私隱
【大公報訊】記者陳達堅報道：反對派區議會
選舉候選人泄露選民資料，被批評罔顧選民私隱。
「人民力量」沙田禾輋邨選區候選人李煒鋒日前
被選民揭發，他在本月23日發出的一批選舉宣傳
電郵未有加密，導致100名選民姓名連電郵地址外
泄。
日前有網媒報道，李煒鋒在該批署名於本月23
日發出的電郵顯示， 「大家好，本人是禾輋邨2號候
選人，我叫李煒鋒，現有份電子版選舉廣告供你們
參閱，有助大家了解本人背景、參選政綱以及理念
。」不過，從該批電郵副本一欄可見，大量選民姓
名連電郵資料並無加密，清晰顯示。

選民批與時代脫節
李煒鋒承認，當日發出有關電郵時，的確出現

技術失誤，導致有100個選民資料外泄。他指，已向
受影響選民逐一發出電郵致歉，目前未有受影響選
民的回覆。不少網民不滿再有反對派候選人為求宣
傳罔顧選民私隱，有網民批評他與時代脫節，揶揄
指基本電腦知識都欠缺，如何為選民服務。

有責保管好市民資料
同區候選人余倩雯則表示，在現今科技發達社
會，個人私隱及資料十分重要，如被不法分子取得
個人資料，就有機會作為不法用途或進行騙案。如
有人將個人資料外泄，是很嚴重疏忽行為。她續指
，身為議員，絕對有責任小心保管個人資料免被外
泄，確保市民的個人私隱得到保護。
禾輋邨選區候選人除人民力量李煒鋒、民建聯
余倩雯外，還有報稱獨立的李德華。

林鄭譚志源與新思維交流

【大公報訊】記者許嘉信報道： 「
新思維」六名核心成員昨日到政府總部
會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就提升政府效能、
地方行政和安老事務三方面進行交流，
當中建議重組區議會架構，由現時18個
區議會減少至八個，同時考慮擴大區議

林
▲鄭月娥（右三）和譚志源（左四）
昨日會見 新思維 代表交流意見
受訪者提供
﹁
﹂

會職能。 「新思維」召集人狄志遠表示
，有關改動能夠讓區議員以更宏觀角度
看待社會發展，有利培養政治人才。

建議改革區議會
昨午三時， 「新思維」六名核心成
員抵達政府總部，與林鄭月娥和譚志源

會面一小時，除了交代 「新思維」發展
情況和理念，亦就多項政策範疇交流看
法，當中在地方行政政策討論着墨較多
。 「新思維」建議把18個區議會縮減至
八個，每區約有100萬人口，以10萬人為
一個選區，每個選區設立三名區議員，
以多議席單票制選出；又建議擴大區議
會職能，加強對文康管理和環境衛生事
務的參與。
狄志遠表示，目前區議會平均每一
萬七千人就劃為一個選區，範圍小，區
議員視野變相較狹窄，欠宏觀角度看社
會發展，長遠而言不利培養政治人才。
他說，政府在最近一、兩年有意加強區
議會功能，但方向不太明確，希望政府
早日成立專責小組，進行公眾諮詢，令
區議會行政運作能夠變得更理想。
連任多屆區議員的周奕希認為，現
時的區議會制度和職能已沿用超過30年
，至今仍未有實質改變，會窒礙地方政
治人才培養，建議政府考慮減少區議會
數目，相信能讓地區從政人士能夠以較

闊眼光考慮地區事務和公共資源分配。
另外， 「新思維」亦建議將安老事
務委員會升格為類似現時扶貧委員會的
架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協調各個決
策局制定中、長期政策，同時讓各界人
士能夠參與討論。狄志遠表示，安老事
務涉及醫療、福利、住屋等範疇，若有
一個高層次和高規格政府機關能夠跨部
門協調工作，相信會有助推動安老事務
發展。

望與民政局長論青年政策
「新思維」上星期亦曾與行政長官
梁振英會面，就政策問題交流看法。被
問到短時間內獲特首和司局長接見，是
否獲政府 「優待」，狄志遠回應指， 「
新思維」積極約見各方人士，就本港政
策和社會發展交流、廣交朋友，不認為
政 府 「優 待 」 他 們 ； 又 指 「新 思 維 」
前日已發信予民政事務局，希望能夠與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討論青年政策問
題。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每名候選人背後
都有一大群義工支持。有熱心義工在生日當天，都出
街幫新民黨海怡西候選人陳家珮做街站。陳家珮前日
就將合照上載到自己社交網絡，並留言說： 「
每天陪
我開街站，連生日也如是，我一定會 『加倍』努力，
令您的生日願望成真！」看來家珮真的要多加努力，
爭取當選，來幫 「
壽星」達成這個美好生日願望。海
怡西候選人還有人民力量的袁彌明。

廉署查徐子見涉賄選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空降」報名參
選柴灣漁灣區的 「
傘兵」徐子見，涉嫌於上周五派人
向街坊豪派20箱瑞士蓮貴價朱古力和選舉單張，有賄
選之嫌。經漁灣區另一參選人、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
樹根的舉報，廉政公署正式落案調查徐子見。
據相關報道指在上周五中午時段，疑為徐子見的
義工突然運來20多箱瑞士蓮貴價朱古力，在區內一巴
士站旁邊向街坊派發。每名街坊均獲派一袋朱古力，
按照市價計算，每袋約值200多港元。出手相當 「闊
綽」，與此同時，疑為徐子見的一名義工，在旁派發
徐的競選單張。
鍾樹根昨日接受《大公報》查詢時說，他已向廉
政公署投訴徐子見涉嫌派朱古力賄選，廉署亦立案調
查，其選舉經理人昨早已落了口供， 「有證人和證物
」。據了解，徐子見亦向選管會投訴，稱鍾於邨內派
發傳單，指他 「
派過期朱古力」、 「
呃長者」，徐指
摘鍾樹根做出失實陳述，並稱其助理收到廉署通知，
會研究是否就此立案調查，下周會有結果。鍾樹根回
應說，由於案件已進入調查階段，他不會評論。

▲有報道指在上周五中
午時段，疑為徐子見的義
工突然運來多箱瑞士蓮貴
價朱古力，在區內一巴士
站旁邊向街坊派發

▲

區選倒數

公屋聯會舉報李庭豐抹黑

選舉處籲留意欺詐電郵
【大公報訊】選舉事務處昨日呼籲市民和2015年
區議會一般選舉候選人提高警覺，留意一個聲稱由選
舉事務處電子郵箱 「reoenp@reo.gov.hk」發出的欺詐
電郵，聲稱附有 「
2015年區議會選舉最新活動指引」
。該附件可能載有病毒。發言人說： 「
選舉事務處與
該電郵並無任何關係，並已把事件交由警方作進一步
調查。本處提醒市民，如收到懷疑是虛假的電郵，應
提高警覺，不要開啟。」市民如有查詢，可致電選舉
熱線28911001。

雙學涉非法集會明年二月審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學民思潮召集人黃
之鋒、學聯新舊秘書長羅冠聰及周永康涉嫌於去年九
月，衝入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各人被控一項 「
煽惑他
人參與非法集會」及 「
參與非法集會」罪。案件昨日
在東區裁判法院作審前覆核，控方透露將傳召26名證
人出庭。案件定於明年二月底開審，預計審訊七日，
各被告准以原有條件保釋候審。
本案被告依次為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19歲）
、學聯秘書長羅冠聰（22歲）和前秘書長周永康（25
歲），羅被控一項 「
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周被
控一項 「
參與非法集會」；黃則被控一項 「
煽惑他人
參與非法集會」及一項 「
參與非法集會」罪，他們早
前否認全部控罪。案情指，他們於2014年9月26日，
在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參與非法集會，並非法煽惑他人
參與非法集會，作出擾亂秩序行為、侮辱性或挑撥性
行為，意圖破壞及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控方昨日在庭上透露，將會就本案傳召26名證人
，並會有數段閉路電視及案發片段，預計審期為七天。
辯方表示，控方準備呈堂的調查報告並無全面披
露所有資料，將要求控方披露整份案件調查報告，並
有可能向法庭申請終止聆訊。主任裁判官錢禮將有關
申請押後至本年12月11日處理。
而有關三名被告衝入政府總部公民廣場，進行非
法集會的案件，則定於2016年2月29日開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