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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建制為大局 選民要動起來 子女管養權觀念要改變

社 評 井水集

二○一五年區議會選舉已定期本月
二十二日（下星期日）舉行，選舉事務
處昨日向全港三百一十二萬已登記選民
寄出 「投票通知卡」 ，通知當日應往那
個票站投票。

選舉事務處一如既往，在全港十八
區設置四百九十五個投票站，屆時選民
出示身份證及 「投票通知卡」 便可投票
，前者是必須，後者則是為了方便工作
人員查閱和核對。

本次區議會選舉劃分為四百三十一
個選區，其中六十八個選區因只有一人
報名而自動當選，餘三百六十三個議席
則由八百六十七人競逐，其中競爭最烈
的為六人爭一席。全部參選人來自不同
背景的政黨、團體及地區人士，其中不
乏 「三朝元老」 ，也有不少是首次參選
的 「新丁」 。

而本次區議會選舉，與過去歷次比
較，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明顯的變化，選
舉過程和結果都值得各方給予重視和予
以分析研究，這裏面，選民的政治取向
或參與熱度將會是關注的焦點。

正如不少人士所指出，是次區選，
有兩大特點：一是港人社會在過去一年

經歷了政改爭拗、普選鎩羽和違法 「佔
中」 等重大政治事件，衝擊之大、影響
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二是下周日投
票的區選只是未來連串選舉活動的 「頭
炮」 ，接下來還有立法會九龍東議席（
湯家驊請辭出缺）補選、立法會七十議
席換屆選舉，以及特首選舉委員會的產
生和 「壓軸」 的二○一七特首選舉。如
此眾多的重大選舉活動碰在一起相繼舉
行，並非常見。

因此，不少人士均認為，下周日舉
行的區議會選舉，將會是未來連串選舉
的 「風向標」 ，港人社會經歷政改和 「
佔中」 之後在政治形態和取向上的轉變
，在這次區選結果中將可得見端倪：選
民是繼續情緒高漲還是意興闌珊？反對
派是否需要 「票債票償」 、為斷送普選
「找數」 ？建制派在政改表決中 「甩轆

」 ，失分之後是否會再嘗失票滋味？激
進派 「傘兵」 是否會如他們所願，成功
「佔領」 區會陣地？特區政府和中央又

將如何面對可能不符所望的區選結果？
連串問號和疑慮，在區選結果中即使未
能得出全面和準確的答案，最少也可以
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應是殆無疑義的。

正是 「山雨欲來風滿樓」 ，按照這
些推測，今次區選應是戰情激烈，各路
人馬固然磨拳擦掌要拚個你死我活，廣
大選民也是熱血沸騰、蓄勢待發，投票
率將會創下新高。

然而，事態發展卻未必如此，就眼
前情況而言，選情是緊張而未見激烈，
選民反應則是觀望而未見熱烈，社會上
亦未見形成高漲的選舉氣氛。

眼前區選 「應熱未熱」 ，有兩種可
能，一是選民慢熱，要等到最後一分鐘
才會 「熱」 得起來；二是經歷過漫長的
政改爭拗，普選最後 「無疾而終」 ，令
人失望和喪氣；七十九日的 「佔中」 更
是人疲馬乏，各方都再經不起折騰，眼
前鋪天蓋地的區選宣傳還是 「老一套」
的互揭 「瘡疤」 和 「互窒」 ，實在沒有
什麼新意和動力……。

選民這種「厭戰」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也是反對派長期抗中亂港、扼殺普選
和違法「佔中」造成的惡果；但正是由於
這樣，選民就更應該提起精神和拿出勇
氣，通過自己手中一票支持愛國愛港、
支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支持建制派候
選人，幫助正能量去「砌低」負能量。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
在出席一個兒童問題論壇後透露，當
局將會就兒童撫養權問題，於本月底
推出一個 「白紙草案」 ，廣泛徵詢社
會人士意見後，再向立法會提出修改
有關法例。

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也具有迫
切性和重要性的議題。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張建宗局長
提到一句宣傳語句： 「夫妻緣不再，
親子情永在」 ，這話確實令人很受感
動，也很有感慨； 「夫妻緣不再」 已
經是一件憾事，如果連親子之間的情
緣與情分都一併失去，那又該是何等
可悲的一件事呢？

張建宗指出：有些家長在法庭判
決了孩子的管養權之後，可能因種種
理由而不想與以前的配偶見面，這是
可以理解的；但這實際上對小孩未必
是好事，因為他們亦要有機會接觸爸
爸媽媽，父母亦有責任照顧子女的福
祉。所以在整個法例改革中，有一定
的規範，確保雙方面家長的責任。

這裏面說的離婚夫妻對孩子的管
養權問題，在港人社會近年已顯得越

來越突出，也越來越尖銳。一些離婚
妻子或丈夫，把對子女的管養權看成
是向另一方報復的 「武器」 ，離了婚
就不許另一方再接觸孩子，甚至不惜
搬家逃避或躲藏起來，而最終卻因精
神壓力或生活負擔負荷不來而釀成悲
劇、慘劇。這些事例，市民近年已看
得太多了。

而每當這些慘劇發生後，人們總
是要問，孩子是無辜的，為何大人不
為孩子的生存權利和福祉多想一下呢
？這就牽涉到法律和觀念上的問題，
一方面是父母不能把子女當成 「私產
」 ，而應該尊重屬於孩子的權利，包
括繼續與父母接觸的需要和權利；另
一方面則是法律必須要為此作出保障
，不能把問題交給已離異的父母，僅
憑他們的良知和理性來處理問題，而
是要在法律上作出規範，即離婚夫妻
的雙方都無權 「壟斷」 管養孩子的權
利。孩子是社會的未來，每一位市民
和立法會議員，對這個問題都應該負
起責任、給予關注，協助當局立法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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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獲編配票站名稱地址等資訊

312萬投票通知卡已寄出
2015年區議會

選舉11月22日舉
行。在全港431個

選區中，68個選區候
選人自動當選。共867
名候選人將競逐其餘
363個議席。選舉事務處已向約312萬已
登記選民寄出投票通知卡，通知他們指
定投票站和票站地址。選民也可登入選
民資料網上查閱系統，查閱獲編配投票
站名稱和地址、地圖位置，以及投票日
期和時間等資訊。選民如仍未收到投票
通知卡，可致電選舉熱線28911001查
詢。 大公報記者 吳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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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陳達堅報道：民建聯近日
推出第二輯區議會選舉宣傳短片，列出反對派近
年來行動，包括立法會 「拉布」、煽動非法 「佔
中」、鼓吹暴力 「鳩嗚」、窒礙經濟發展、否決
普選行政長官等，提醒市民今次區選投票關乎香
港未來的路如何走下去，強調民建聯是 「實事求
是，為您做事」，建設好香港就靠市民的一票。

今屆區議會選舉是非法 「佔中」及政改被否
決後本港首場大型選舉。民建聯近日在YouTube
上載了第二輯區選宣傳短片，題為《香港前路如
何走？》今次短片以平面動畫製作，以一名青年
經歷為主軸，該青年首先愁眉不展地見到多個火
焰形狀公仔在立法會內外搞事。旁白指出： 「這
兩年，反對派不停生事，在立法會拉布，開會沒
有秩序，還要掟玻璃杯，小孩終於有樣學樣，用
鐵馬衝擊立法會。」

青年其後又走到非法 「佔中」行動現場，見
到火焰公仔在馬路不斷架起帳篷，又有母子為 「
佔領」發生爭吵。旁白續指： 「非法 『佔中』，

霸住馬路79天，還說一些 『不守法不等於不尊重
法治』的歪理，社會規矩全無，家人朋友反目。
」然後，青年又目睹激進本土主義者搞反內地遊
客行動，令到市面一片蕭條，商戶倒閉： 「唉！
有些人覺得香港不夠亂，繼續搞 「鳩嗚」，又踢
篋（行李箱）、又罵遊客，影響旅遊和零售，不
知打爛了多少人飯碗。」

佔領令本港排名大跌
然後青年看到火焰公仔將 「普選」兩個字踢

落懸崖，旁白慨嘆： 「說（特區）政府無能，但
又終日拉布，阻礙政府搞好經濟，過半數市民支
持通過政府 『一人一票』選特首方案，他們也反
對，究竟他們想怎樣？」

短片又列出香港今年退步的多項排名，包括
全球宜居度排名大跌15位至第四十六位，原因是
去年香港發生 「佔領」；金融市場發展競爭力跌
至第三位；中國城市競爭力跌出十大；今年九月
訪港旅客人數較去年同期下跌4%。旁白強調： 「

『佔中』搞亂香港，令多項世界排名下跌，經濟
下滑，如果不處理好，最終受害的還是我們小市
民、打工仔。」 「到底，香港的路應該如何走下
去呢？」青年最後走到兩個熒幕前，一個是雷電
交加、狂風暴雨的香港，另一個是風和日麗的香
港。短片強調，民建聯是 「實事求是，為您做事
」，建設好香港就靠市民的一票。

民記新宣傳片斥反對派惡行

▲短片又列出今年香港多項排名退步，最終
受害的還是小市民 網上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反對派繼
續在財委會上演 「拉布」鬧劇。人民力量立法
會議員陳偉業不滿財委會主席早前處理審議創
新及科技局撥款申請時表現，因而動議休會，
又揚言會在區議會選舉完結後，向陳健波提出
不信任動議。多位立法會議員批評陳偉業做法
，指他浪費會議時間，阻礙財委會通過有利民
生撥款項目，休會動議最終被大比數否決。昨
日財委會僅通過一項有關長沙灣聯用辦公大樓
工程撥款，涉及1.32億元。

在反對派瘋狂 「拉布」下，財委會上星期
終於通過拖延多時的創科局撥款申請。但在昨
日財委會會議上，仍有反對派議員死心不息，
企圖繼續阻礙會議進程。會議一開始便討論有
關為擬建長沙灣政府聯用辦公大樓撥出1.32億
元，用作施工前顧問服務及工地勘測工程開支
，會議進行15分鐘後，人民力量隨即動議休會
，聲稱不滿陳健波在主持會議審理創科局撥款
時做法不公、粗暴 「剪布」，令議會蒙羞；又
稱陳健波早前有關選舉制度言論是侮辱議員，
不適合做財委會主席云云。

不要阻礙無爭議撥款通過
陳健波回應指自己早前已澄清有關選舉言

論，不想再與陳偉業在此事上糾纏，又強調自
己是合法、合情和合理地主持會議。多位建制
派議員亦不滿陳偉業行動。民建聯葉國謙直斥
陳偉業做法 「無稽、無聊」，又指陳偉業利用
侮辱性言語攻擊他人，才是 「最冒犯議員」的
人。相信市民會認清事實。經民聯梁美芬表示

，現時財委會有很多影響民生撥款需要處理，認為陳偉業應
該在其他場合表達不滿，不要阻礙無爭議的撥款通過。

最終休會動議辯論只持續不足半小時便在三票贊成、39
票反對下被否決。

今屆區議會選舉，梁美芬參選九龍城黃埔東區，對手有
青年新政游蕙禎和羅錫明；馮檢基參選深水埗麗閣區，對手
有工聯會陳穎欣和黃仲棋。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昨日說： 「選民只可在投
票通知卡上列明的投票站投票。他們應留意卡上
的指定投票站地址，確保前往正確的投票站投票
。」他說： 「選民亦可隨時登入選民資料網上查
閱系統（www.voterinfo.gov.hk），查閱自己獲編
配的投票站的名稱和地址、地圖位置，以及投票
日期和時間等投票資訊。」

須帶身份證明文件投票
選舉事務處向每名選民寄出的選舉郵件內，

除投票通知卡外，亦載有指定投票站地圖、投票
程序簡介、所屬選區的候選人簡介，以及廉政公
署宣傳廉潔選舉單張。他說： 「選民如仍未收到
投票通知卡，可致電選舉熱線28911001查詢。」
發言人說： 「選民前往指定投票站投票時，必須
帶備身份證明文件。亦建議選民帶同其投票通知
卡前往投票，可方便投票站工作人員確認選民獲
編配的指定投票站。」

選舉事務處亦一如以往盡力作出安排，方便
有特別需要選民投票。發言人指出，是次選舉超
過九成投票站均方便行動不便或使用輪椅選民進
出。在有需要和可行的情況下，選舉事務處會在
投票站加設臨時斜道，使有關投票站可供行動不
便選民使用。而隨投票通知卡夾附投票站位置圖
，清楚列明該投票站是否方便行動不便或使用輪
椅的選民進出。發言人說： 「行動不便或使用輪

椅的選民如被編配往不方便他們出入的投票站，
可以在本月十七日（下周二）或之前（即最少在
投票日五天前），透過致電選舉熱線28911001或
傳真至28911180向選舉事務處申請重新編配到另
一個投票站。如情況許可，選舉事務處會應要求
安排復康巴士，接載行動不便或使用輪椅的選民
來往投票站。」

此外，選舉管理委員會鼓勵候選人提供其簡
介純文字版本，以方便視障選民了解其簡介內容
。候選人已提供的資料已上載至選舉網站。視障
選民亦可致電為他們而設的電話專線28933762，
收聽候選人簡介。投票站亦會提供點字模版，方
便視障選民投票。

票站備有九外語投票簡介
為協助不熟悉中文或英語選民填劃選票，每

個投票站均備有日語、韓語以及七種以少數族裔
語言（泰語、印度語、印尼語、尼泊爾語、旁遮
普語、巴基斯坦語及他加祿語）編寫的投票程序
簡介，以有關語言撰寫的選舉資料亦已上載選舉
網站。投票站亦備有投票程序的圖示簡介，協助

聽障及不熟識中文及英語的選民了解投票程序。
選舉事務處亦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融匯─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合作，在選舉日
及之前兩星期，以上述七種語言為少數族裔選民
提供電話即時傳譯服務，協助他們向選舉事務處
查詢有關選舉事宜。

在全港18區的431個選區中，有68個選區的候
選人自動當選。共867名候選人將會競逐其餘363
個議席。選舉事務處稍後會向68個無競逐選區內
約57萬名已登記選民寄出通知書及其選區當選的
候選人簡介。

在投票日，全港會開放共495個一般投票站及
24個專用投票站。一般投票站及設於警署的三個
專用投票站，投票時間由上午七時三十分至晚上
十時三十分。基於保安理由，設於懲教院所內的
21個專用投票站，投票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

市民可於選舉網站www.elections.gov.hk瀏覽
是次選舉資料，如有查詢，可致電選舉熱線
28911001。

【大公報訊】區議會選舉投票日逐漸迫近，各候選人
都落力走入社區進行競選活動。昨日天色時晴時雨，新民
黨康山選區候選人江玉歡依然一大清早便走上街頭，進行
競選宣傳，除了邀請到該黨主席葉劉淑儀到場支持，更請
來了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一同為其站台以振聲勢。

江玉歡向《大公報》表示，葉劉淑儀和曾鈺成於昨日
早上七時多，親臨其選區為她站台拉票，呼籲街坊在投票
日到票站投她一票，其間不少街坊見到曾鈺成出現，都感
到非常興奮。江玉歡指，港島東康山選區以中產人士為主
，曾鈺成一向受中產市民歡迎，故此經競選團隊商議，並
諮詢葉太意見後，便主動向曾鈺成提出助選要求，希望透
過對方幫自己站台，可以有利她的選情。

她非常感謝曾鈺成二話不說就答應助選，又陪她和葉
太在雨中站台，直到九時
多才離開， 「天氣雖然時
晴時雨，早上落雨都幾密
下，但葉太和曾主席都陪
我站台拉票近個幾小時，
令我非常感激。」她表示
，無論天晴或雨天，都會
站出來爭取選民支持，希
望選民知道，她非常重視
他們。

東區康山選區候選人
除了新民黨的江玉歡，還
有公民黨梁兆新。

曾鈺成葉劉為江玉歡站台

陳
偉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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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務處已向約312萬已登記選民寄出投票通知卡，通知他們指定投票站和票站地址
資料圖片

▶葉劉淑儀（中）和曾
鈺成（右）一同為江玉
歡（左）站台以振聲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