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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暴力衝擊 必被繩之於法
特首選舉投票將於後天（星期日
）上午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屆
時，全港市民的目光都將集中到由一
千二百人組成的選委會身上，而選舉
過程和結果亦必將成為全港以至外國
傳媒的訪攝焦點，盛況可期。
就在昨天， 「民陣」 宣稱，他們
將會在本周末下午及星期日早上到特
首選舉會場外進行示威遊行，反對中
央 「欽點」 和 「小圈子選舉」 ，估計
會有數千人參加，並會「通宵留守」。
根據過往一些大型選舉以及慶典
活動的經驗，一些激進反對派會不顧
一切突破警方防線，發動違法衝擊，
企圖阻止相關人士進入會場，並展示
和喊叫帶有威脅性和辱罵字句的標語
口號，務求令到選委的心情受影響，
干擾選舉的正常、依法進行。
因此，眼前事實顯示，一場針對
特首選舉的違法暴力衝擊已迫在眉睫
，激進反對派已經準備以類似 「佔中
」 和 「旺暴」 的手法在會場外挑釁警
方、製造事端，令到特首選舉出現不

愉快場面，在社會上進一步激化矛盾
和製造撕裂。
事實是，特首選舉是一項嚴肅的
憲制行為，一切均依法而行，各方不
論立場、意向如何，對選舉結果都必
須尊重和接受，不能 「輸打贏要」 ，
更不能企圖以暴力行為來干預選舉結
果。 「民陣」 為此發起集會遊行，是
完全沒有理據和必要的，除了破壞選
舉和撕裂社會，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
效果。
而更令人憤慨的是，自選舉工程
開始以來，反對派一直把 「停止社會
撕裂」 這句口號掛在口邊，甚至儼然
成了他們支持或反對某一位候選人的
準則。然而，他們口中的社會撕裂，
並不是由特區政府或建制一方所造成
，更不是由符合中央四項標準的候選
人林鄭月娥所造成；而恰恰相反，由
激進反對派一手策動的違法 「佔中」
、旺角暴亂，以至長期的立會 「拉布
」 、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正是造
成社會對立不安和撕裂的真正根源，

2017年3月24日 星期五

部分青年學生和市民在這些激進行為
的影響下，以身試法，參與違法佔領
與街頭暴動，最終成了法庭 「被告欄
」 內的一員，失去大好學業和前途，
日前因參與 「旺暴」 掟樽被重判入獄
三年的港大女學生許嘉琪，不就是一
個活生生的例子嗎？給大學生提供優
越學習環境和足夠金錢資助的是政府
和納稅人，但把他們帶到街頭、送入
監獄的又是誰人？答案就是對抗中央
、無視法治和撕裂社會的激進反對派
，包括那些掛着學者教授招牌的戴耀
廷等人。已身陷囹圄的許嘉琪，還有
前天因在立法會門外垃圾桶縱火被判
入獄兩年的前嶺大學生會會長楊逸朗
，當他們在失去自由的囚室中反思自
己的行為和對家人帶來的傷害時，不
可能不感到後悔。
「民陣」 負責人區諾軒也承認，
針對特首選舉的集會遊行未被批准，
提醒參與者要作好承擔法律後果的準
備。違法暴力衝擊必會被依法追究，
參加者絕無好下場，能不再思三思！

食安要加緊抽查黑心肉
巴西 「黑心肉」 風波愈鬧愈大，
本港是進口巴西凍肉的最大市場之一
，市民自然不可能不為此而感到憂慮
，擔心自己是否已經吃過被違法添加
了防腐劑的 「黑心肉」 ？
對此，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安全
中心昨今表示，中心繼續加強抽驗由
巴西進口的肉類和禽肉，自三月二十
一日，在入口和零售層面共抽取了二
十七個樣本作肉類腐壞及其他食物安
全指標（如金屬雜質）檢測，結果全
部合格。
而連日來，不少市民及輿論均在
質疑，特區政府有關當局對巴西 「黑
心肉」 事件的反應是否有所不足和遲
緩？何以事件已鬧成軒然大波，一些
國家包括中國已經明令禁止巴西凍肉
進口及銷售，何以特區卻仍然未下禁
令，肉店、超市仍可買到巴西凍雞腿
、豬扒，已經進口的二百貨箱凍肉也
未被充公銷毀……。
對此，市民和輿論的質疑不是沒
有道理的，在全港食品安全風險和威

脅下，一些 「殭屍肉」 竟然可以被冷
藏兩、三年以至四、五年才拿出來發
售，怎不叫民眾想到都要反胃？
然而，從另一角度而言，凍肉冷
藏技術已不是一個什麼新課題，以巴
西這個產肉大國來說，肉類生產並不
缺乏，也並無大批大量長期儲存的必
要，起碼 「新鮮」 凍肉的價錢也會好
賣一些，不必等到變成 「殭屍肉」 才
推出。
不過，無論如何，眼前事實是巴
西已經查出有過期凍肉被加入防腐劑
重新包裝出口，問題確實已經存在；
因此，作為特區政府食衛局及食安中
心，必須全面評估安全風險與市場需
求的平衡與得失，以目前巴西凍肉佔
三分之一的市場份額來說，一聲令下
全面禁止進口與銷售，並不實際，影
響也太大，但對二十多家巴西凍肉進
口經銷商加強抽查，卻是絕對可以做
到，而且是必須做到，才能夠對市民
提供最起碼的保障。

關 昭

天水圍晤基層 居民打氣加油聲不絕

林鄭承諾當選必定期落區
距離行政長官選舉尚餘兩天，候選人林鄭月娥昨日到天水圍與多個
基層團體會面，商討區內墟市政策。林鄭月娥就早前失約兩度致歉，承
諾若當選必會定期落區。就長和主席李嘉誠提出的 「女媧補天」 論，林
鄭月娥回應稱，任何人當選行政長官均應修補社會撕裂。對於其餘兩名
候選人曾俊華、胡國興批判她為 「獨裁者」 ，林鄭月娥表示，自己在選
舉過程飽受許多無理指控，但會以平常心面對。
大公報記者
林鄭月娥昨日馬不停蹄落區工作，上
午九時於元朗大會堂，與元朗區議會選委
、鄉議局元朗選委及漁農界元朗區選委等
會面約一小時後，隨即到天水圍天恒邨，
與 「撐．基層墟市聯盟」、 「監察公營街
市發展聯盟」等16個基層團體的代表會面
，就街市及墟市、新屋邨福利規劃、社區
生產中心等政策展開閉門會議。

就溝通出錯 兩度致歉
林鄭月娥於會面前，從基層團體代表
手上接過一張 「飛機票」道具，她兩度就
早前因溝通錯誤而兩度失約致歉，承諾若
當選不再 「放飛機」，會如以往般定期落
區與基層居民見面，她認為地區及民間智
慧對政府制定政策十分重要。
會面約一小時後，林鄭月娥在基層團
體代表陪同下，出發到鄰近的天澤街市及
天恒邨廣場，視察該處可否設立墟市。其

離譜謠言
擾亂選舉

謝進亨
間，除了有支持者帶備政綱要求索取簽名
外，亦有居民高呼 「林太加油」，吶喊打
氣聲不絕。沿途上，林鄭全程被數十名居
民及記者包圍，寸步難行，而她面帶笑容
，逐一與市民握手，並與街市檔主及市民
短暫交談，盡顯她一向的親民態度。
李嘉誠日前以中國古代神話 「女媧補
天」作比喻，形容克服撕裂是事在人為。
林鄭月娥昨日會見記者時，未有正面回應
能否勝任「女媧」，但指出不論是誰擔任下
任行政長官，其首要工作是修補社會撕裂
， 「
前路很多挑戰，要盡心盡力去做」。
就胡國興及曾俊華前日批評她為 「獨
裁者」，林鄭月娥回應稱，選舉期間出現
一些無理指控，但她會把指控視為選舉工
程無可避免的一部分，並強調自己以往在
政府工作時的處事方式，能夠影響同事，
而她推動的不少政策改動，是源於聆聽同
事意見。

▲林鄭月娥昨到天水圍與多個基層團體會面，關注區內墟市政策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大公報訊】昨日，本港某免
費報紙報道指，有消息稱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特首選舉中，一直沒有 「
欽點」任何人，無論誰當選都會接
受。昨日傍晚又有謠言傳出，指中
聯辦領導被 「雙規」，所以 「西環
」支持的林鄭也會換馬，中央改為
支持 「鬍鬚曾」。本報記者為此採
訪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
文端。
盧文端表示，經詢權威人士，
指該兩則消息均屬捏造，是有人故
意混淆視聽，企圖渾水摸魚。盧指
出，這顯示，有人敗局已定，才會
喪心病狂地炮製出如此拙劣的謠言
。可以想像，在特首選舉的最後幾
天，更加離譜的謠言也許陸續有來
。盧文端希望香港市民和選委要保
持清醒的心智，不要被類似謠言所
擾亂。

逾六萬人接力集氣
▲林鄭月娥與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 、 「撐．基層墟市聯盟」 等團體召開閉門
會議，交流意見。有團體代表表示，雙方在會上坦誠交流，並指出林鄭月娥聆聽各
方意見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周太太：
元朗大橋街市菜賣10蚊兩斤，呢度（天澤街市）就賣10蚊一斤，
至少貴一倍。我希望林鄭當選（特首）後，可正視領展霸權問題。

鄧小姐：
林鄭落區同基層接觸係好事。 「（政綱）講到天花龍鳳都冇用」
，三位（候選人）之中，林鄭政綱較為實際，例如推出港人首次
置業 「上車盤」，有助年輕人 「
上樓」。

網頁以天藍色做背景，並配有林太手
持其政綱的照片。網頁寫有 「三新」、 「
三高」、 「三有」以及 「三不」。 「三新
」包括管治新風格、政府新角色及理財迎
哲學； 「三高」指高民望、高人氣及高能
量； 「三有」是有擔當、有雅量及有風格
；至於 「三不」則是不作秀、不抹黑以及
不揭短。

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何鉅業昨日亦
收到朋友傳來的 「齊撐林鄭做特首網上接
力」信息，並轉發出去。
何鉅業稱，他雖然沒有特首選舉投票
權，但認為林鄭是合適的特首人選，故轉
發信息，表達支持， 「她的政綱具體得來
實在，比其他人優勝，見到她真是有心做
嘢」。

鄉局27票全投林鄭
街
有話 坊
說

黃太太：
天澤街市買餸比出面貴，想買平餸，有時要
去天富街市、天盛街市，車錢都蝕埋。區內
停車場車位不足，同樣需要正視。林鄭係女
強人我望佢當選。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一個
「齊撐」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的新網頁近
日面世，只要支持者一按下，就可統計到
現時有多少人為林太 「集氣」，截至昨晚
11時，已經有逾六萬人次支持林太。不過
，林鄭月娥競選辦公室澄清， 「齊撐林鄭
做特首網上接力」的網頁，並不是競選辦
的網頁及信息。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
報道：新界鄉議局昨日下午舉
行特別會議，討論3月26日第
五屆行政長官選舉的投票意向
，出席會議的選委一致通過，
鄉議局26名選委連同主席劉業
強，將全體投票支持林鄭月娥
出任行政長官。鄉議局亦呼籲
其他來自新界鄉郊地區的選委
，同樣於3月26日投票支持林
鄭月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