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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議員籲選民以票止亂
發聯合聲明 要求確保選舉公平安全
一同以票止亂，對黑暴說不，表達渴望社
會安寧和諧、珍惜法治核心價值的心聲。

設施大受破壞，市民生活大受影響。建制
派議員在面對現時嚴峻環境，對周日（24
日）區議會選舉能否在公平公正和安全下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昨日亦在立
法會大會上動議休會待續，討論政府如何
確保周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公平、公正地

進行感到極度憂慮。他們強烈要求特區政
府做好一切可行有效措施，包括要加強警
力在社區巡邏和駐守投票站，以及預留足

舉行。聶德權回應時表示，當局已舉行多
次跨部門會議，強調政府只會在非不得已
及別無他法的情況才會押後選舉。

夠人手應付突發事故，確保區議會選舉可
以在公平公正及安全情況下順利進行。

不少建制派議員在會上質疑，區議會
選舉在目前社會亦籠罩暴力衝擊下是否仍
然公平公正。參選偉盈的工聯會議員麥美

泛暴派顛倒黑白美化暴力

止暴制亂
大公報記者
段遠峰

聲明中又譴責泛暴派政客一直不肯與
暴徒割席，更不斷為暴徒開脫，顛倒黑白

娟表示，她在報名參選後當晚隨即遇到暴
徒攻入其辦公室進行破壞，選舉工作更因
此受到影響。她又提及，工聯會的其他候

，美化暴力。建制派議員痛斥泛暴派藉暴
力操弄選舉，以達到其政治目的。聲明亦
指，不能再讓暴力無止境持續，指市民要

選人亦面對同樣情況，更有人受到不只一
次的破壞。她質疑，面對有候選人面對不
公平對待，惟政府及選管會未有採取任何

盡快恢復正常生活，形容香港「已經亂夠」
，因此他們呼籲選民11月24日積極投票，

動作保護候選人的安全及確保選舉公平。
偉盈候選人還有冼豪輝。

聶德權：停止堵路勿阻票站運作
【大公報訊】記者段遠峰報道：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交通擠塞
將會影響票站運作，以致選舉不能安全有
序地進行。對於坊間有人建議在投票日當
日收起長者身份證，或安排長者離開香港
等企圖阻止他們投票，廉政公署發言人強
調，有關行為有可能觸犯選舉舞弊條例，
最高刑罰可監禁7年及罰款50萬。
聶德權表示，投票當日安排超過600

個票站及2萬名工作人員，為確保選舉公
平公正，工作人員不會在自己地區工作，
故選舉當日必須跨區工作，因此若遇上交
通堵塞，或令他們未能準時到達票站。
他稱，選管會及危機管理委員會當日
仍會監察選舉進行，如非迫不得已，否則
不會考慮將選舉押後。
對於網上有人呼籲可以集體報失身份
證及以報失紙冒充他人投票，聶德權嚴辭

強調情況不可能發生，又指遺失身份證者
需同時攜同有相片的旅遊證件才可進行投
票。
網上亦有人傳出今屆選舉將使用較難
乾透的印章墨水，因此在選票對摺後便造
成污損，最終變成廢票。聶德權澄清有關
說法是無風起浪，對此感到遺憾；他嚴斥
有人別有用心散播謠言，呼籲選民要理性
及進行查證。

▼選舉關注群組 昨前往選舉事務處請願，譴責
暴徒襲擊建制派候選人

本月24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如
箭在弦，暴徒針對區議會建制派候
選人施襲、恐嚇，令整場選舉瀰漫
着黑色恐怖。建制派議員昨日發表
聯合聲明，要求政府確保選舉公平
安全，同時呼籲選民投票一同以票
止亂。

聲明提到，香港受五個多月的暴力衝
擊，市民面對黑色恐怖暴力的威脅，公共

﹁

﹂

黑暴未除 選舉公平何在？
【大公報訊】記者子京報道： 「選
舉關注群組」 一行30多人昨日前往位於

辦事處、恐嚇支持建制派的義工和選民
、搞亂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簡介會、鼓吹

灣仔海港中心10樓的選舉事務處請願，
大家舉起 「黑暴恐襲唔除 選舉公平何
談」 的橫額並高呼口號。他們強烈譴責
暴徒針對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候選人的襲
擊，以及煽暴派對選舉公平的干擾和恐
嚇，促請選舉事務處維護本屆區選的公
平公正。

「任何商戶門口有民建聯、工聯會或是
建制派選舉海報一律不幫襯」 等等，給
本屆區議會選舉造成非常多的不穩定因
素和不公平氛圍。
他們指出，暴徒亦肆意破壞香港社
會，包括破壞全港十八區的商場及港鐵
設施，對社會安寧和市民人身安全都構
成嚴重威脅，質疑黑色暴力和恐怖襲擊
唔除，選舉公平何在？
「選舉關注群組」 促請選舉事務處
維護香港法治，要用公平公正的態度對
待選舉的公正公義。

關注群組譴責襲擊建制派
「選舉關注群組」 譴責暴徒針對區
議會選舉建制派候選人的襲擊，包括刺
傷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破壞建制派議員

泛暴派打政治牌 老鬼趁亂搶票

建制籲投票踢黑暴出葵青

葵青區

偉 盈

選民人數

民選議席數目

候選人數目

308771

31

80

葵青區區議會候選名單

▲麥美娟（右四）的地區辦事處被暴徒破壞，她和街坊一同將
大閘刷上彩色油漆，為暴亂中的香港帶來色彩

2019

區議會選舉

大公報記者

▲麥美娟（前右一）近日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前右二
）一同落區清路障，不向違法暴力低頭

葵青區議會過去曾是泛暴派重要票倉，不過建
制派經過多年務實貼地的社區服務，到2015年區選
實現逆轉，贏得20席直選議席，較泛暴派的九席多
逾一倍。本屆區選面對泛暴派藉 「黑色恐怖」 企圖
「光復葵青」 ，在偉盈選區競逐連任的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麥美娟疾呼選情堪憂，擔心暴力不止令
選民不敢外出投票，造成選舉不公。她呼籲支持者
在安全情況下勇敢站出來， 「香港人因連月暴亂已
喪失許多自由，包括發表意見、在街上影相，我哋
要用實際行動守住投票自由，向暴力同選舉不公說
不」 。
郝

石 蔭

▲李世隆經常在街頭與街坊傾談，了解
居民所需

壽

泛暴派本屆區選大打政治牌，製造社

葵青區議員，做過一屆區議會主席，選區

面 『民主』 唔係真正的民主。這種過程需

會矛盾搶選票。以葵青為大本營的街工表
面上雖現分裂、多人退黨，但老政客梁耀
忠再度領銜及退黨者換臉參選， 「街工系

一直與黃耀聰鄰近，絕非單純的空降參選
。單仲偕已表明要推動泛暴派在全港區議
會議席過半，從而影響行政長官選舉，達

要循序漸進，不能因為覺得太慢就自己放
棄，仲要諉過於人。」 黃耀聰說，早年他
對香港前途很有憧憬，希望用實際工作反

」 變相為泛暴派開拓票源；而新增的大白
田東、葵聯兩選區均由泛暴派大黨民主黨
出擊。總體上泛暴派在葵青進可攻、退可

到所謂的 「區議員包圍中央」 。
黃耀聰早年曾是民主黨成員。談及近
期暴亂，他批評，包括前黨友在內的泛暴

映市民所需，塑造未來；但如今形勢很不
理想，變成一味藉 「民主」 之名對抗國家
，與當年理想落差很大，距離民主愈來愈

守，企圖在守住基本盤之下有新斬獲，建
制派則受暴亂帶來的 「黑色恐怖」 籠罩、
壓力倍增。

派利用年輕人採取暴力，從中撈取選票，
令人遺憾，不負責任的做法導致年輕人受
傷、坐監，泛暴派則坐享其成，缺乏人性

遠，甚至背道而馳、走向獨裁，只講自己
一套，不接受他人想法。該區候選人還有
戴沛珊、譚荏之和阮國基。

焦點戰之一是華麗選區。民主黨元老
單仲偕重出江湖，引發五人混戰，1985年
起在華麗選區（前身為葵涌南、麗華、麗

、道德及法治質素，更傷害香港經濟民
生。

沉迷於玩弄政治的泛暴派，無心服務
社區，扮 「親民」 都扮得洋相盡出。民主
黨尹兆堅2015年區選被民建聯李世隆擊敗

瑤）連任至今的經民聯黃耀聰陷入苦戰。
單仲偕任立法會議員多年，知名度不差，
地區經驗亦豐富。1985年至2003年他曾任

泛暴派無心服務社區
「民主是通過協商尋求共識，找出大

，丟掉2003年從民主黨李志輝手中接過的
議席，此番二人又再狹路相逢。雖然2016

家接受嘅道路，唔係自己想點就點，單方

年尹在民主黨硬推下勉強晉身立法會，但

葵興

①梁志成（街坊工友服務處）
②李偉樂（工聯會）

葵聯

①吳璧龍
②駱小鸞（新界社團聯會）
③吳劍昇（民主黨）

葵盛東邨

①黎頌欣
②伍志華（民建聯）
③周偉雄（民主動力）

上大窩口

①陳安妮（工聯會）
②許祺祥（民主黨）

下大窩口

①黃炳權（民主黨）
②黃思鴻（工聯會）

葵涌邨南

①張靜馨
②李宏峯（民建聯）
③黃潤達（民主派區選聯盟）

葵涌邨北

①郭三全
②梁錦威（民主派區選聯盟）
③梁崗銘（民建聯）

石蔭

①李世隆（民建聯）
②尹兆堅（民主黨）

大白田西

①郭芙蓉（民建聯）
②司徒港燊（獨立民主派）
③何卓威（無）

大白田東

①郭玲麗（民建聯）
②劉貴梅（民主黨）
③劉衍銘

華麗

荔華

①黃耀聰（經民聯）
②單仲偕（民主黨）
③戴沛珊（從未加入任何政黨）
④譚荏之
⑤阮國基（無黨派）
①朱麗玲（民建聯）
②張鈞翹（公民黨）

祖堯

①鮑銘康（民建聯）
②蔡雅文（獨立）

荔景

①王天仁（獨立候選人）
②周奕希（無黨派）

葵盛西邨

安灝

偉盈
青衣邨

①梁靜珊（街坊工友服務處）
②劉美璐（工聯會）
①譚惠珍（經民聯）
②譚家浚（公民黨）
③吳家輝
④蘇智誠（無黨派）
①麥美娟（工聯會）
②冼豪輝（公民黨）
①陳笑文（獨立候選人）
②王必敏（青衣島民，民主動力）
①黃俊達（獨立無黨派）

翠怡

②譚世華（獨立）
③張慧晶（獨立）

長青

①李志強（經民聯）
②韓俊賢（民主黨，民主動力）

長康

①王振霖
②徐曉杰（實政圓桌）

盛康

①梁嘉銘（民建聯）
②趙寶琴（民主動力）

安蔭

①梁永權（民主黨）
②梁子穎（工聯會）

青衣南

石籬北

①袁潤洪（民建聯）
②林紹輝（民主黨）

①郭子健（民主動力）
②潘志成（民建聯）

長亨

石籬南

①梁國華（民主黨）
②吳家超（實政圓桌）

①盧婉婷（民建聯）
②嚴浩源（熱血公民）

葵芳

①梁耀忠（街坊工友服務處）
②林映惠（民建聯）
③曾子麟

興芳

①王翰智
②鄧麗玲（民建聯）
③唐皓文（民主黨）

①林翠玲（獨立候選人）
利安

②何穎智（獨立）
③王佩珊（獨立候選人）
④劉子傑（民主黨）
⑤周漢森（獨立候選人）

長安

①張文龍（民主動力）
②唐亦駿（獨立候選人）
③羅競成（民建聯）

近日他被踢爆在宣傳單張上，把鄰近選區
安蔭的街燈維修政績，錯寫成發生在石蔭

選人還有民建聯袁潤洪。
在盛康選區，民建聯梁嘉銘將對陣有

，事後面對記者追問更承認，他未經手製
作單張，亦根本不知事發地點位置。
在大白田東選區，民建聯郭玲麗的宣

泛暴派 「御用戲子」 之稱的趙寶琴。梁嘉
銘2007年起在興芳選區連鬥扎根多年的民
主黨吳劍昇，屢敗屢戰，差距亦由265票逐

傳品屢遭破壞，但在街坊鼓勵下堅持落區
。她的對手民主黨劉貴梅及其出戰石籬北
的黨友林紹輝，今年初被揭發盜用民建聯

漸縮小，到2015年僅輸72票。其弟梁崗銘
亦再戰葵涌北邨選區，對壘退出街工的梁
錦威，2015年梁崗銘在該區得票四成二，

長者福利介紹單張的醜聞，本次區選二人
宣傳單張又格式一致，有無誠意可見一斑
。大白田東候選人還有劉衍銘；石籬北候

較前屆民建聯黨友得票大增一成一。葵涌
北邨候選人還有郭三全。梁氏姐弟此次是
否能夠在逆境中取勝，值得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