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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黑白選愛港愛民者當區議員
─區選觀察系列評論之十一

點擊 香江
今年區議會選舉被視為違法 「佔中」後的第一次
大型選舉，各候選人是否支持 「佔中」、 「港獨」、
拉布等重要政治議題，已成為選民投票時的重要參考
因素。為了解區選各候選人對這些重大議題的立場，
有媒體日前進行問卷調查，要求各候選人表態。然而
，民主黨 「集體回覆」，但完全迴避回應這些問題。
公民黨、民協、社民連等去年多個發動和參與 「佔
領」的被訪反對派主要政黨候選人，大部分均拒絕
回覆，即使標榜自己為 「傘兵」候選人對此也 「三
緘其口」。這些反對派政客過去支持和參加連串禍港
行動，這次為撈選票卻隱瞞立場，欺騙選民判斷，行
為毫不光彩。香港選民要警惕這些 「變色龍」候選人
，避免再讓這些禍港人士佔據區議會議席，利用區議
員的權力搞 「拉布」、阻礙香港市政建設等亂港禍民
之患。

相信無人反對，眼下的香港，亟須正能量。為此
，特區政府日前就推出一個名為 「欣賞香港」的大型
系列公眾運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致辭時指， 「
Appreciate」一字涵蓋四重意義，分別是欣賞香港、感
激香港、理解香港和為香港增值，直言今次運動的含
義比之前兩次的 「家是香港」和 「築福香港」來得深
遠，要凝聚的力量亦較前更大。特別是去年以來，反
對派政客煽動違法 「佔中」和政改爭拗嚴重撕裂香港
，大大激化社會矛盾，負面影響一直陰魂不散。但是
，香港的主流民意思和、思安、思發展。只要大家齊
心為港，全港市民同坐一條船，香港這條船一定能夠
乘風破浪、揚帆遠航，共同創造一個和諧有愛的香
港。
在2011年區選400多個選區中，香港最大政黨民
建聯取得136席，佔總議席三分一，成為大贏家。首
次大規模參選區議會的工聯會奪得29議席，當選率達
六成。而反對派只取得96個議席，當中民主黨只取得
47席，但多名黨內領導層未能連任，公民黨則只有七
席。上屆區議會選舉後，共舉行過五場補選，建制派
成功贏得當中四場，只有因 「種票」風波而重選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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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旺京士柏選區，由民協林健文勝出，其餘都由建制
派新人輕鬆取勝。而在五次選舉中，反對派派人出選
其中三次，不論是第二梯隊還是今次派出立法會議員
單仲偕，均全部落敗。上屆區議會選舉表明，香港人
心思定，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上屆的區議會選舉中，全心服務市民、愛國愛
港的建制派候選人不少都擊敗反對派候選人當選，反
映了廣大市民的主流意見。例如，工聯會 「小花」於
上屆區議會選舉打敗工黨主席李卓人成為一時佳話。
四年過去相關候選人默默耕耘工作，致力服務街坊，
今屆以實績競逐連任，廣獲街坊支持。這位候選人曾
指出，現時區內最迫切的是交通問題，力爭港鐵增加
西鐵車卡、港鐵及巴士增優惠等；認為區議員主打是
地區工作，服務街坊為首要事務。這與李卓人等反對
派政客整天忙着搞示威、搞 「佔中」、搞 「拉布」等
禍港擾民活動，形成鮮明對比。
這次區選，反對派候選人對這些情況心知肚明，
為免影響選情，在區選這個節骨眼上，都不敢公開自
己對這些議題的傾向。一些明明是打着 「佔中」新一
代的所謂 「傘兵」，都不敢宣示是 「佔中後人」，甚

至公然標榜 「獨立」，企圖瞞天過海。這些反對派去
年有膽發動 「佔中」和連串禍港行動，參與立法會拉
布，平日又支持或暗撐 「港獨」，在選舉期間卻一反
常態避談，為撈取選票，卻在政治上欺騙選民，有膽
做卻無膽認。
香港區議會的職能主要是就社會福利、公共設施
及服務、相關公帑運用等地區管理及其他事務向特區
政府提供意見。同時，在獲得撥款的情況下，要承擔
改善環境、促進康樂及文化活動，以及舉辦社區活動
等責任。而部分參選的反對派候選人，卻將政治爭拗
和違反基本法等香港法律的口號列入政綱。一直宣揚
激進 「港獨」的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弟子日
前報名參選油尖旺櫻桃選區，在其政綱內竟然提出 「
香港建國」等違法主張。這些人根本就不是想來為社
區市民服務的，而是企圖利用參選區議員來搞政治分
裂，來亂港禍民。
反對派候選人參與 「佔中」、亂港等不法活動已
是不爭的事實，對這些禍港行動的立場不可能隱瞞，
如迴避向選民表述自己對這些事件的態度，就是剝削
選民知情權。香港選民在區選中要擦亮眼睛，認清誰
是有利香港發展、誰是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候選人，
知所抉擇。更要警惕一些連 「二次佔中」都不敢表態
的候選人，避免 「佔中」後繼有人，令香港再陷入政
治動亂之中。近年來，反對派不斷搞事，除了於議
會拉布，又發動 「佔中」，令香港發展停滯不前，
為建設更加美好香港，選民應當用手中選票將激
進反對派踢出議會，投票選出真正為民生、做
實事的議員進入議會，為社區服務。

巡視模擬票站 提醒市民確認選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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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選民約312萬
區議會選舉餘下不到一個星期，馮驊說，投票當
日將有867名候選人競逐363個議席，較上屆增加19席
，由於當中有68個議席自動當選，故有57萬名選民不
用投票，而目前全港約有312萬名已登記選民。
馮驊表示，今年全港共設495個一般票站，當中
95個為新設票站。他指出，與2011年區議會選舉比較
，部分選區因人口變化而重劃區界，亦有部分票站因
其他原因未能借出場地，約20%選民今屆選舉需前往
新票站投票，呼籲選民留意選舉通知卡，確認獲編配
的票站位置。
選管會周日會開放495個一般投票站和24個專用
投票站，選民若仍未收到投票通知卡，則應在投票前
利用選舉熱線或 「選民資料網上查閱系統」確認選民
身份，以確保在投票日順利投票。
馮驊呼籲市民履行公民權利和義務，參與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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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驊昨日視察禮頓山社區會堂的區選模擬投票站，並示範正確的投票程序
並提醒選民須帶備身份證明文件，到指定投票站，依
照正確程序投票。馮驊特別強調選民投票保密的重要
性，指選民不可在票站內使用手提電話等電子通訊器
材或攝錄器材， 「
即使是拍攝自己的選票亦不行」，
否則會觸犯法例。票站內亦嚴禁派發選舉廣告單張、
展示徽章、標誌等宣傳品。

接約2700選舉投訴
馮驊指出，截至11月9日，選管會共收到約2700
宗選舉投訴，較上屆區議會選舉同期多約500宗，增
幅22.7%，當中六至七成與選舉廣告及滋擾有關，各
類選舉投訴數字均較上屆區議會選舉為多。另外，
2011年至今，當局已檢控60餘宗 「種票」個案，亦即
使用假地址登記做選民，其中50多宗被定罪。
另外，對於有市民在網上發放候選人的選舉廣告
，呼籲投票予對方，馮驊表示，此舉會令候選人的選
舉開支增加，鑒於開支設有上限，候選人應盡快移除
廣告。
四個模擬票站將於今日起至本月21日開放，予市
民熟習投票程序，包括禮頓山社區會堂、屯門大會堂
、大埔社區中心及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開放時間
為中午12時至晚上八時。

大公報記者陳璁攝

區選選民投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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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投票站，向發給選票櫃枱的
投票站工作人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經確定後獲發一張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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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投票間，在選票上所選擇的
候選人姓名旁邊的圓圈內以印章蓋上
一個 「剔」 號，將選票已填劃的一面
向內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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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投票間，應依照投票站工作
人員的指示，立即把已填劃的摺合選
票放入密封投票箱內

中出羊子選舉郵件仍違規

馮驊昨日下午到位於禮頓山社區會堂的模擬票站
，巡視票站的準備情況並示範正確的投票程序。該模
擬票站內設有五個投票間，包括一個供殘疾人士使用
的投票間。票站內亦設有特別櫃枱，協助未能核對選
民身份的市民。

▲

區選倒數

新一屆區議
會選舉將在周日
（22日）舉行，選
管 會 周 日 會 開 放 495 個
一般投票站和24個專用
投票站，選舉管理委員
會主席馮驊昨日巡視模
擬票站後表示，選民若仍未收到投票通知
卡，則應在投票前利用選舉熱線或 「選民
資料網上查閱系統」 確認選民身份，以確
保在投票日順利投票。馮驊呼籲市民，履
行公民義務和權利，在投票日到票站依照
正確程序投票，尤其不可在票站內使用攝
錄器材。他又指，截至本月九日，選管會
共收到約2700宗選舉投訴，較上屆區議會
選舉同期多約500宗，升幅近二成三，當中
六至七成與選舉廣告及滋擾有關。又提醒
選民在投票前，利用選舉熱線或網上查閱
系統確認選民身份。
大公報記者 陳 璁

選民須用投票站提供的印
章，在所選擇的候選人姓名
旁邊的圓圈內蓋上一個 剔
號，然後將選票向內對摺
一次，放進票箱內
大公報記者陳璁攝

馮驊籲周日履行公民義務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以 「
出位」行動公然宣揚 「港獨」的油尖旺區
櫻桃選區候選人中出羊子，繼早前被選舉
事務處指 「香港建國」作為參選政綱是牴
觸基本法，要求刪除相關字句後，日前因
中出羊子選舉郵件部分內容涉及 「城邦派
」、 「建國」等字眼，處方拒絕為他免費
投寄，在他修改後內容仍然與事實不符，
再次不批准投寄。
別名 「昭明公主」的中出羊子日前在
社交網站透露，其免費選舉郵件再次被選
舉事務處拒絕寄發。處方回信表示，中出
羊子本月11日向郵政署提交經修訂的選舉
郵件樣本，因首版本中的 「城邦派」、 「
建國」等字眼有可能牴觸基本法，因此在
通知書中要求他須予以刪除，但經修訂的
新版本封面及封底增加了 「基於政治不正
確，部分內容被過濾」，以及籲市民可上
網下載郵件完整版本等字句。
處方重申，郵件有關內容有可能牴觸
基本法，以及違背候選人在提名表格內作
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聲明，至於處方的決定， 「與內容是
否政治正確無關」，強調中出羊子新增的
字句與事實不符，故再次不批准為他投寄
選舉郵件。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及陳志全
昨日則指，他們與中出羊子會面，討論他
被選舉事務處拒絕免費投寄選舉郵件一事。陳偉業為
中出羊子度橋稱，他可考慮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
頒令選舉結果無效，及要求凍結櫻桃選區的選舉。中
出羊子非常 「
受落」，在社交網絡上聲稱，自己會向
選舉事務處提出凍結及停止櫻桃區選舉，擇日重選。
早前，選舉事務處作出書面通知，指中出羊子的
政綱內容提及的 「
香港建國」與基本法有根本性牴觸
，故要求中出羊子刪除政綱內 「香港建國」的字句。
櫻桃選區候選人尚有獨立的鍾澤暉和民主黨的林
浩揚。

選民踢爆民主黨提名前派米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近日民主黨在
Facebook登出一幅漫畫，影射民建聯派米並叫人投票
。有葵涌石蔭區的選民劉先生不滿民主黨的抹黑手
法，向《大公報》踢爆民主黨數名葵青區議員及候
選人涉嫌在選舉提名期前兩日向市民大派米，亦有
網民自行改圖，並將有關相片加上字眼 「為選票，
博懵」，在網上瘋傳。劉先生認為有關候選人涉嫌
賄選，廉政公署絕對應該主動調查，以保障選舉的
公正廉潔。

派完米後誓師參選

▲民主黨數名葵青區議員及候選人涉嫌向市民
派米的圖片，被網民加上 「為選票，博懵」 等
字眼，在網上瘋傳

自稱葵涌石蔭區選民的劉先生向《大公報》報
料時，踢爆民主黨葵涌區議員尹兆堅、林紹輝、徐
生雄和民主黨參選人梁永權在區選提名前兩日即9月
30日，大派五千包米，之後就在提名期誓師參選區
議員，懷疑當中涉及賄選成分。
他批評民主黨聲稱要在本屆區議會選舉搶回葵
青區議會控制權，不要區議會 「蛇齋餅糉」化，但
所用招數不是靠地區服務爭取選民支持，而是試圖

用 「蛇齋餅糉」來騙取選票，質疑他們真的是 「為選
票搏盡」，令香港廉潔選舉是否葬送在他們的手中。
劉先生指出，民主黨這次所謂 「愛心慈善派米
活動」，聲稱是由泰國通、葵興光輝樓互助社、葵
興婦女會合辦。泰國通網頁載有該項活動詳情 「慈
善愛心米 派米活動」，指當日會派發一萬二千包
一公斤大米，每名有需要市民可獲得米券一張，而
每張米券憑券可換 「兩包」一公斤大米。網頁可見
該活動捐款總額為六萬七千多元。
劉先生續指，該活動實際上由尹兆堅議員辦事
處、林紹輝議員辦事處及徐生雄議員辦事處負責操
作，預先派發米券及統籌當日活動，該項活動的海
報亦張貼在該些區議員辦事處外。但由派發當日相
片所見，每包米為1KG，而每名市民只能使用一張米
券，以及每張米券只能換取一包大米，明顯地與主
辦單位聲稱受惠人士憑一張米券可領取兩包一公斤
愛心米不符。
他續稱，據目測所見，整個活動當日派發約五
千包米，有居民曾致電社署查證，以上主辦單位都

沒有申請過 「籌款許可證」。因此居民懷疑有人利
用 「網上募捐」的方式，而沒有向社署申請籌款牌
照，以 「派發慈善愛心米」的名義，收取公眾捐款
。另外，支出與聲稱明顯不符，合法性成疑。

希望廉署主動調查
劉先生又質疑，該幾名負責宣傳推廣，派發米
券及統籌當日活動的民主黨區議員和地區人士，均
為今年區議會選舉的參選人。他們在9月30日在葵涌
區內向近五千名居民派米，該四人之後在提名期誓
師參選區議員， 「當中究竟有否賄選成分呢？」他
認為，廉政公署絕對應該主動調查，以保障選舉的
公正廉潔。
本報記者曾致電尹兆堅，但截稿前未獲回覆。
據尹兆堅早前回應其他傳媒時稱，早前有佛堂請泰
國高僧祈福，所以請區內多個議員的辦事處協助，
向街坊派 「祈福米」的換米券，他只是其中一個幫
手派發換米券的議員，不知道為何幫街坊做事都會
被人屈 「賄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