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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大心細「打大佬」
實幹硬撼「潛水涂」

高曉榮是居民組織「維港關愛協
會」的主席，兩年多前展開地區

工作。對於要硬撼反對派「大佬」，
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笑言，身邊很多
朋友都取笑他「很傻」、不自量力，
「竟然去挑戰涂謹申這個強敵。」

出選踏首步 為民做實事
他承認，涂謹申確是政治上的「超
級明星」，自己相比起來自然是寂寂
無名，不過自己已在維港灣（當區其
中一個私人屋苑）居住多年，也一直
用心從事地區工作，令很多街坊都鼓
勵他、支持他參選，希望他將更多區
內的聲音帶進區議會，「我很感謝他
們，很感恩他們會記起我。我有信心
今次可以踏出第一步，為他們、為社
區做更多實事。」
近年，向「維港關愛協會」求助的

街坊越來越多。被問到有否向他們了
解，為何遇上問題不找涂謹申時，高
曉榮坦言，「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有些街坊曾向他反映指找不到
涂謹申，或是已到涂的辦事處投訴，
卻未見有任何跟進。

倡「一灣兩園」為社區增值
身為當區居民，街坊遇上的問題，
高曉榮也同樣面對着，故自己的感受
特別深。
舉例說，特區政府早年已建議在大
角咀海旁興建奧運主題公園，自己六
至七年前搬進該區時已聽過有關工
程，但至今仍未動工。他慨嘆，興建
公園的撥款申請原本可望於去年通
過，但因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出現拉

布，令撥款申請未能通過而變得遙遙
無期。他希望撥款盡快獲批，又促請
當局獲得撥款後，加快興建進度，為
居民提供多一個休憩的選擇。
他又建議區內一塊仍在「曬太陽」

的地皮先整理成供居民遊樂的大草
坪，長遠與奧運公園及沒有臭味的維
港構建成「一灣兩園」，為該區增
值。
高曉榮提到，海帆道有一大塊撥作

康樂用途的草地，至今仍未有任何計
劃，以致雜草叢生、蚊蟲為患，除了
浪費土地，更對隔鄰小學的學生構成
健康風險。他建議，草地可先整理成
一塊可供遊樂的大草坪，並建設緩跑
徑等，讓區內家庭可在假日到此野
餐、小憩等，享受家庭樂。

「改善小問題 隨時大得益」
油麻地避風塘的臭味問題一直困擾

該區向海的住戶。高曉榮指出，油尖
旺區許多污水渠都被錯誤或違法接駁
至雨水渠，以至大量污水未經處理就
排至避風塘。他促請渠務署明年在避
風塘加裝旱季截流器，將污水引到污
水處理廠。他又指，當局現時已接受
地區意見，加密挖走避風塘海床的淤
泥，減少臭味。
高曉榮強調，雖然該區全是私人屋

苑，沒有什麼重大的地區問題，但仍
有不少小問題，日積月累就會對居民
造成很大滋擾，小至行人路凹凸不
平，也會令長者及穿着高跟鞋的女士
感到不便，「別小看這些小問題，也
別小看針對小問題的小改善，小改善
隨時會帶來大得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中，反對派3
名「超級區議員」悉數競逐連任，包括繼續循油尖旺奧運選區出
選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不過，他遇上了以獨立身份參選
的「新丁」高曉榮的挑戰。高曉榮近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
雖然自己相對寂寂無名，但他在當區居住多年，對地區問題感受
特別深，且一直用心做事，近年街坊向他求助的個案也越來越
多。有求助的街坊更直言，在區內根本找不到涂謹申。對於區內
的問題，大至維港海旁的奧運主題公園拖延多年仍未落成、撥作
康樂用途的草地至今仍在「曬太陽」，且惹來蚊患；小至天橋電
梯故障、道路凹凸不平等，高曉榮都有涉獵、跟進。

「師徒相煎」黃仲棋「數臭」馮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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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今屆區議會選舉「開打」以
來，反對派不斷撞區「鎅票」鬼打鬼。近日，「傳統反對派」政
黨針對被視為「傘兵部隊」的「新青年聯盟」，聲稱他們是「假
傘兵」。民主黨和公民黨「大佬」昨日更煞有介事到廉政公署報
案要求徹查事件，並試圖把他們與早前涉嫌賄選的「Anthony
Cheng」扯上關係。「新青年聯盟」反擊稱，有關質疑完全扭曲
事實，聲稱即使遭受強烈打壓都絕不退縮。
自區議會選舉「開打」以來，反對派不斷攻擊「傘兵部隊」

「搶灘攪局」。近日，親「傳統反對派」的《壹週刊》報道
稱，「新青年聯盟」發言人、東區南豐選區候選人李澤深，懷
疑「收錢出選」，該刊報稱，李澤深祖母在接受他們訪問時承
認，其孫兒參選「派紙」（派傳單）即可獲1.5萬元酬金。

無實質證據 即要廉署「徹查」
在報道刊登後，民主黨和公民黨立即「打蛇隨棍上」。民
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和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煞有介事要
求廉署徹查事件，質疑李澤深及「新青年聯盟」候選人「收
錢出選」，背後涉嫌受金主操控，試圖將「賄賂者」指向建
制派。
他們更提到涉嫌賄選的網台主持鄭永健（Anthony

Cheng），早前涉嫌向「傘下團體」聲稱可提供15萬元資助在
指定選區出選，並遭廉署正式落案起訴，「值得留意的是，鄭
永健曾在電視台放蛇行動中，向記者提及一份選區清單，『新
青年聯盟』正是派人出選相關選區。民主黨和公民黨促請廉署
跟進兩件事是否有任何關連，以捍衛選舉公平公正。」
李澤深近日在其「面書」（facebook）反駁指，《壹週刊》的

報道完全扭曲事實，「記者指我以語言技術逃避問題，但他們
卻使用語言技術扭曲事實，誤導讀者，抹黑本人。我參選前，
已知政治絕不簡單，但未預料是如此黑暗。當我未肯定參選
時，已經有人在抹黑及企圖阻礙本人參選，可見政治多黑暗，
這群人是多橫蠻。」

李澤深批為求當選「埋沒良心」
李澤深不點名批評，反對派為求當選不惜「埋沒良心」，

「你們如何扭曲事實不緊要，希望你們不要再打擾我嫲嫲了，
你們都有家人。如果你們家人被人打擾，你們又會怎樣？希望
你們的工作有點意義，不要將一個本土香港人對自己屋企人的
善意謊言，變成你們自私的工作題材。面對強烈打壓，我絕對
不會退縮，希望你們有一點良心。」
參選東區南豐選區的候選人，還有民主黨張國昌及報稱沒有

政治聯繫的楊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再有反對派區
議會選舉候選人洩露選民資料，被批評罔顧選
民私隱。「人民力量」沙田區議會禾輋選區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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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李煒鋒昨日承認技
術出錯，影響選情，已另行電郵向被外洩資料
的選民致歉。該區競逐連任的民建聯區議員余
倩雯認為，將他人資料外洩易被不法分子利
用，行為嚴重疏忽，議員有責任確保市民個人
私隱得到保護。

李宣傳無加密 洩百選民資料
昨日有網媒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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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份電子版的選
舉廣告供你們參閱，有助大家了解本人的背
景、參選的政綱以及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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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煒鋒昨日在回覆本報查詢時承認，當日發
出有關電郵時，「唔覺意入錯一欄」，事件的
確出現技術失誤，導致有100個選民資料外
洩。他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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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問到事件
會否影響選民對他的觀感時，李煒鋒相信事件
對選情有影響，但仍會繼續做好選舉工作。
同區候選人余倩雯昨日表示，在現今科技發

達的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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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有人將個人資料外洩，
是很嚴重的疏忽行為。她續指，作為議員，絕

對有責任小心保管個人資料免被外洩，確保市
民的個人私隱得到保護。

網友斥脫節 「BCC都唔識用」
不少網民不滿再有反對派候選人為求宣傳罔

顧選民私隱。網民「Allen Man」揶揄道：「去
工聯會報名上初級電腦班啦！」「鄭惟」則指
李煒鋒「BCC（即Blind Carbon Copy，無信頭
複寫副本）都唔識用。」有網民則批評他與時
代脫節。

劉其烽疏忽 爆街坊私隱
本月23日，天平東民主黨候選人劉其烽被選

民投訴，以電郵方式寄宣傳信給選民時，未有
為電郵加密，導致440個其他選民電郵地址外
洩，有選民表明要到私隱專員公署投訴。
劉其烽當時稱，自己是因為「工作繁忙，一

時疏忽」，向選民致歉，又稱尊重選民向私隱
專員公署投訴他的權利。同區民建聯候選人柯
倩儀擔心，有關電郵資料外洩會引致日後網絡
行騙，並批評劉其烽做事馬虎心急，犯下不應
該犯的毛病。
禾輋選區候選人還有報稱獨立人士的李德

華。

「人力」李煒鋒洩密 余倩雯批「超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民協在今屆區
議會選舉爆發「同門相煎」搶位。早已表明競逐
深水埗麗閣區連任的馮檢基，遭受前黨友兼徒弟
黃仲棋「挑機」，更隔空罵對方「忘恩負義」。

批馮質素差 累社區「凍結」12年
原來，兩人早有恩怨，黃仲棋昨日在接受網
台訪問時「數臭」馮檢基，批評對方的「服務
質素」令社區「凍結」12年，又揶揄馮檢基動
輒高舉「亡黨」告急，「千祈唔好講咩『鎅

票』，我參選使唔使落嚟拜土地？」
黃仲棋昨日接受網台節目訪問時力數馮檢

基，批評馮檢基的服務質素，令社區「凍結」
12年，「我離開社區10多年，將社區託付予
他，但社區竟變成不同陣營『鬥派蛇齋餅
粽』。事實上，馮檢基與工聯會當選根本無分
別，當年我到北京抗議俾人拉，馮檢基就去北
京開會。馮檢基向來喜歡追殺離開民協嘅人，
當年佢當選，我唔會話佢『鎅票』囉。」
被指為「無間道」「空降鎅票」，黃仲棋反駁

稱，馮檢基動輒高舉「亡黨」告急，並期望大家
講政綱講道理公平競爭，「我條根喺麗閣，想參
選咪返嚟囉，我覺得好早（參選）喎，使唔使預
先落嚟拜土地？我同馮檢基沒有過節，更不是殺
父仇人，但千祈唔好講咩師徒，武俠片咩？個區
係你嘅？麗閣原來係『民主派』票倉？他得千零
二千票，講出嚟都醜。」
黃仲棋又聲稱馮檢基涉嫌「受北京眷顧」，

多年來涉嫌收受中央金錢資助，「我猜測啫。
我相信自己參選有勝算，唯一會令我輸嘅係
《蘋果日報》同《明報》標籤。」
報名參選深水埗麗閣區的候選人，還有民建

聯及工聯會的陳穎欣。

■李煒鋒承認，發出宣傳電郵時「唔覺意入
錯」，洩露了100個選民的資料。 網絡圖片

每次選舉，針對候選人的流言
總是滿天飛，其中一招是指稱有
人「種票」。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涂謹申早前就聲稱，奧運選區的

選民人數「離奇激增」。高曉榮接受本報訪
問時指出，搬進該區的住戶越來越多，加上
香港政治環境的轉變，令不少過去選擇沉
默，但希望香港好的街坊今年決定登記做選
民，故該區選民人數大幅增長是很正常的。

瓏璽近年入伙 選民激增正常
涂謹申早前在報名參選時，聲稱奧運選區

的選民人數較上屆大增三成是「離奇激
增」，更聲稱新入伙屋苑瓏璽有百多名新

登記選民，而其他新增選民並無集中在個別
樓宇，估計是有人「精心催谷」，又煞有介
事稱不能指控是「種票」。高曉榮在訪問中
指出，該區選民人數大幅增長實屬正常，因
瓏璽於2011年選民登記期後才入伙，而一些
早已入伙的屋苑如浪澄灣及君匯港，本來較
少住戶，現時有越來越多人入住。

沉默者想發聲 冀港發展更好
他更指，該區也有一部分過去選擇沉默的

街坊，因香港政治環境轉變而登記做選民，
以盡其公民責任，而自己也認識很多近年才
登記做選民的街坊，相信他們也是希望香港
好，希望經濟、民生發展都比以前好，也期

望社會和諧一點。
早在報名期前，就有傳媒報道指高曉榮會

挑戰涂謹申時，指稱他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九龍社團聯會永遠會長高寶齡的侄兒，
並因此而獲九社聯甚至建制派動員支持。高
曉榮澄清，自己與高寶齡雖然同樣姓高，但
沒有親戚關係，「可惜的是，那些傳媒沒有
找當事人回應。」

他表示，自己身為後輩，有時會就地區事
務請教身為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的高寶齡，
「人家覺得我們兩個姓高，我們就有親戚關
係，更有人開玩笑問我，和（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有沒有親戚關係。當然沒有
啦！」 ■記者 陳庭佳

一語篤爆「種票」流言

■■高曉榮表示高曉榮表示，，他他
一直用心從事地區一直用心從事地區
工作工作，，令很多街坊令很多街坊
都鼓勵他都鼓勵他、、支持他支持他
參選區議員參選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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