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工盟選期搞星級蛇宴涉賄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議會

選舉投票日將至，但反對派仍然肆無忌
憚，公然為街坊大搞「蛇齋餅粽」。在上
月區選提名期結束後，職工盟推出「限時
優惠」，讓會員以優惠價格訂購蛇宴，其
中設於四星級酒店的蛇宴包括八道大菜、
糖水及酒水，包圍僅需2,760元，部分蛇
宴更在區選當日或前一日進行。有學者直
指，職工盟此舉可能涉嫌賄選，認為政團
臨近區選應當避免此類活動。
本月22日是區選投票大日子，職工盟

卻於此敏感時刻大搞蛇宴。據職工盟的網
站顯示，該黨派近日推出一項限時會員福
利活動，會員可從10月26日至明年1月
31日，以優惠價格訂購蛇宴，進行聚餐聯
歡。多場蛇宴時間安排在11月，撞正區選
時間，部分更安排在區選投票當日或前一
日，且不少日子均已被訂滿。
其中設於四星級酒店城景國際的蛇宴

菜式豐富，包括太史五蛇羹、椒鹽焗海
蝦、七彩龍鳳柳、北茋黨蔘竹絲雞燉三

蛇、古法雙冬燜草羊、蛇汁浸時蔬、豉
汁蒸蟠蛇鱔、蛇汁花雕雞、臘味糯米
飯、精美糖水及汽水啤酒。這一圍菜式
會員價僅2,760元，明顯低於市價。

業界估計提供八折優惠
城景國際酒店中菜部沒有提供上述蛇

宴菜式，需宴會部提前落單，不能直接
訂購。有飲食界人士估計，根據其菜
單，在四星級酒店訂購蛇宴，市價為每
圍3,000元以上，目前只以2,760元招徠
會員，已經相當於提供八折優惠。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深圳大學港澳

基本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小莊認為，職
工盟在此時舉辦此類會員活動，涉嫌有
賄選成份，但需要進一步確定蛇宴是否
有區選候選人出席，舉辦地點是否屬於
職工盟競選區域，活動是否令選舉經費
超支等，來確定是否賄選。城市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則指，臨近
區選，政團應當避免此類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內訌不
絕的民主黨，昨日以該黨選舉委員會的
名義發出公開信，批評早前已被開除黨
籍的九龍城紅磡灣候選人馮競文，在其
郵寄給選民的方格表內「政治聯繫」欄
目上繼續填報為民主黨。該黨對馮競文

表示極度遺憾，並會向選舉管理委員會
作出投訴。該黨還在聲明中指稱，為確
保選舉公平，希望馮競文盡其一切方法
向選民澄清。
民主黨的聲明指，身為黨員的馮競文在

沒有得到該黨批准下參加紅磡灣選舉，違

反了黨內既有程序，該黨已於上月5日發
出譴責聲明，中委會亦於10月15日通過
暫停其黨籍。馮競文是次參選，並不是也
不能代表民主黨。該黨對馮競文已知悉其
黨籍已遭暫停，仍向選民聲稱其政治聯繫
是民主黨，實屬誤導選民的虛假陳述。
同區參選的候選人尚有獨立工程師張仁

康和工黨社區幹事趙仕信。

民主黨批馮競文遭停黨籍仍「扮鴿」

反對派4黨向「非我族類」宣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各傳統反

對派在今年區選中都面對「傘兵」的威
脅。民主黨、公民黨、工黨及民協昨日公
佈一份所謂「鎅票」名單，詳列「非我族
類」的反對派候選人名字。他們聲稱，這
批人專門針對反對派中勝算較高的「推薦
名單」候選人，存心「鎅票」，又與「傘
兵」中拒絕協調者劃清界線，並「全面宣
戰」。
4黨昨日在傳媒聚會上公佈的「鎅票」名
單，包括了激進反對派「熱血公民」、「傘

兵」「青年新政」、「新青年聯盟」、「東
九龍社區關注組」、「民主陣線」及「北區
動源」的成員。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
稱，4黨共派出158人參選，其中有46名候
選人被「鎅票」，佔總參選人數比例約三
成。
他稱，「鎅票者」多屬空降，打反對派

旗號，但沒有地區工作，更專門選擇一些競
爭激烈的選區出選，即勝負只差數百票的選
區。他質疑，全港有400多個議席，為何
「鎅票者」偏好追擊他們。

民協聲稱，「鎅票者」的目標專門針對
2016年立法會選舉部署，是有組織性的
「鎅票行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質疑打
反對派旗號的「鎅票者」何以為不「槍口
對外」。
本報記者發現，在4黨所指的「鎅票者」

中，最少有兩人為前民主黨黨員，一人為工
黨黨員「鎅」民協候選人的票源。單仲偕在
回應時支吾以對，稱有部分黨員「對某區情
有獨鍾」，拒絕到他們出選已經「處理妥
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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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無基礎「傘兵」勝算低
曾鈺成：民生議題主導選舉 葉太批「傘」人數不多準備不足

區議會選舉進入衝刺階段，候選人四出拉票爭
取支持。本報持續揭發，黃大仙彩虹選區有參選
人涉嫌觸犯選舉條例，廣邀街坊出席「平價餐」
換取選票。選舉期間，候選人及其代理人明目張
膽通過「飲飲食食」方式拉票，存在重大賄選嫌
疑，對香港建立已久的廉潔選舉文化造成破壞。
為保持市民對選舉制度有信心，維護香港的良好
聲譽，廉政公署等執法部門不能袖手旁觀，必須
依法嚴正執法，煞住賄選歪風，確保香港各項選
舉的公平、公正及廉潔。

區議會選舉將於本月22日投票。選舉期間，所
有參選人理應避嫌，各參選人及其代理人都應停
止任何存在利益輸送嫌疑的活動，避免觸犯法
例。但是，本報多次發現，黃大仙彩虹選區有參
選人不僅毫不避嫌地宴請街坊，更在被傳媒揭發
後變本加厲，近期接連 10 日大搞平價「流水
宴」，分別在茶樓、酒店設午宴、下午茶宴、晚
宴及「敬老宴」，由朝食到晚，宴請數以千計區
內居民。宴席間多次有人「提醒」食客在區選投
票，並由最初不具體點明投哪一位，到近日終於
按捺不住，直截了當呼籲食客投票支持特定參選
人，拉票手法由踩界變為明目張膽逾越法律界
線。

本港《選舉法》包括《選舉管理委員會條
例》、《立法會條例》、《區議會條例》、《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等，規定任何人提供利益給另
一人，或者索取或接受利益，作為其投票或不投
票給某候選人的誘因或報酬，皆屬賄選舞弊行

為。《選舉法》還規定：任何人為另一人提供食
物、飲料或娛樂，或任何人索取、接受、享用另
一人提供的食物、飲料或娛樂，作為投票或不投
票給某候選人的誘因或報酬，也屬賄選舞弊行
為。選舉管理委員會昨日更提醒，候選人及其他
人士必須遵守選舉活動指引及相關法例，確保選
舉在公平、公開、誠實、廉潔情況下進行；在選
舉期間或者之前，任何人士或組織透過任何形式
發佈信息，直接或間接呼籲選民投票或不投票予
某些候選人或組織或團體的候選人，即使有關信
息並未載有任何候選人的名字，因有關提述有可
能令選民識別出在個別選區中被促使或被阻礙當
選的候選人的身份，便可能觸犯《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

黃大仙彩虹選區有關參選人透過代理人，在選
舉期間大宴選民，難以洗脫違反《防止賄賂條
例》、《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嫌
疑。俗語云「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有人以特
惠價錢宴請街坊，目的當然是希望相關選民有所
得益之後，投桃報李，以投票支持作為回報。如
果宴請等涉嫌賄選行為氾濫成災，香港數十年來
致力建立的廉潔選舉制度，將毀於一旦。

香港的選舉制度以公平公正、透明廉潔著稱，
選管會、廉署有責任就涉嫌宴請賄選盡快搜證和
執法，市民亦應主動舉報，配合當局執法，傳媒
則應對賄選醜聞窮追不捨，維護公義，各界共同
抗擊不良風氣，確保區議會選舉在公開、公平、
誠實和廉潔的情況下進行。 （相關新聞刊A2版）

明目張膽宴請拉票 廉署必須嚴正執法
外匯基金今年首三季度共出現投資虧損368

億元，預計今年就算總體不虧損，回報率也將
繼續呈現較低水平。有關專家認為，外匯基金
雖然擔負確保港元匯率及本港金融體系穩定的
重任，但回報率如果長期偏低，甚至出現虧
損，就不能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外匯
基金有必要在無損法定使命的前提下，全面檢
討既有的投資策略，不要僅局限於股票、債券
等傳統領域投資，而要進一步擴大投資多元化
的比例，積極審慎地選擇回報率較高的產業，
特別是適度投資創新產業，在為培育香港經濟
新增長點、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同時，收穫更
可觀的長遠回報。

據金管局公佈，外匯基金首三季投資虧損
368億元，其中第三季虧損638億元，有記錄
以來單季虧損最多。據金管局方面解釋，投資
表現如此之差，與金融市場波動有很大關係，
局方也無能為力。對這種「時運不濟、事不關
己」式的回應，廣大市民當然不會滿意。外匯
基金現已累積到3萬多億元，達香港流通總貨
幣量的7至8倍之多，這是穩定香港金融的基
礎，更是港人共同的財富，市民當然期待它在
保障香港的金融穩定及保本的基礎上，帶來更
為可觀的回報，為庫房增添造福市民的實力。
不過，外匯基金的回報率一直徘徊在5%左右
的較低水平，近年來還不斷下滑，2013 年為
2.7%，2014 年更慘跌至 1.4%。如此低的回
報，在世界各國和地區的主權基金中相當罕

見。現時還錄得單季最高虧損，金管局實在不
宜輕輕帶過，而應切實查找各方面的原因並制
定改善的策略。

據有關專家分析，外匯基金過分保守的投資
策略，是導致其長期回報率不高，甚至容易出
現虧損的重要主觀原因。目前，在超過3萬億
元的外匯基金中，債券和現金約佔80%，還有
20%是股票和小部分以私募基金和房地產為主
的多元化投資，這樣的投資結構，回報率自然
會較低，如果外圍環境有什麼風吹草動的話，
業績必然會大幅下滑。雖然，外匯基金的首要
目標，是保障香港的金融穩定，而非賺取高回
報，不能簡單地和世界各國和地區的主權基金
相比較。但是，正是因為外匯基金有這樣的特
殊性，更要求金管局有關投資專家花更多的心
思，設計更為符合投資發展趨勢、更靈活的投
資策略，去管理好這筆巨大的財富，而不是一
成不變地維持過於單一的投資方式。

因此，建議金管局對外匯基金目前的投資策
略進行全面檢討，研究如何在風險可控的前提
下，採取較為前瞻、進取和可持續的投資策
略，適度進行多元化投資，力爭提高投資收
益。同時，在香港發展創新型經濟的過程之
中，外匯基金也有需要撥出部分資金，投資到
富有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一方面支持創新經
濟的成長，另方面也為基金的保值增值提供長
遠的投資選擇。

（相關新聞刊A6版）

外匯基金與時俱進 優化投資提升回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區選會選舉臨
近，沙田廣康選區有候選人報稱近日接到死亡恐
嚇，並稱已經報警。民建聯當區區議員鄭楚光昨
日與街坊到沙田警署請願，要求警方嚴正徹查，
確保所有候選人及助選團的安全，避免再次發生
類似2011年區選期間自己被襲的暴力事件。
有傳媒日前報道稱，廣康選區候選人、報稱獨

立的蔡振超在其住所信箱發現一張印有「死你全
家」字樣的紙張，於是報警求助。鄭楚光昨日與
20多個街坊到沙田警署請願，要求警方嚴正看待
事件，調查清楚當中的內情，將不法分子繩之以

法，並確保所有候選人及助選團的安全，令選舉
免於抹黑。
鄭楚光憶述，自己在2011年區選投票前夕遇

襲，眼角受傷，至投票日也未能出院，而遇襲翌
日區內隨即出現印有「香港陳水扁」字樣的橫
額，影射他自製受傷博取同情，其助選團之後也
不斷受言語甚至肢體攻擊。他強調，自己今屆雖
然已「交棒」，但不想同類事件發生在服務多年
的社區。
廣康選區候選人還有民建聯的王虎生及工黨的

吳惠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第五屆區
議會選舉將於本月22日投票，各候選人四出宣傳
拉票。選舉管理委員會昨日提醒，候選人及其他
人士必須遵守選舉活動指引及相關法例，確保選
舉在公平、公開、誠實、廉潔情況下進行，包括
把選舉廣告所涉及任何開支計入選舉開支，即使
信息並未載有候選人名字，但提述或促使或被阻
礙當選的候選人身份，很可能會被視作選舉廣
告，一旦觸犯相關法例並經定罪，涉事者最高可
判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3年。
選管會昨日發出新聞稿，發言人提醒候選人及

其他人士，必須遵守選舉活動指引及相關法例，
確保選舉在公平、公開、誠實和廉潔情況下進
行。發言人特別提到，選舉廣告涉及任何開支均
須計入選舉開支，「候選人必須於發佈選舉廣告
後的一個工作天內，以選管會指明的方式提供其
選舉廣告的文本供公眾查閱；所有選舉廣告開支
亦必須於選舉後在其選舉申報書申報。」
發言人續說，在選舉期間或者之前，任何人士或

組織透過任何形式發佈信息，直接或間接呼籲選民
投票或不投票予某些候選人或組織或團體的候選
人，即使有關信息並未載有任何候選人的名字，因
有關提述有可能令選民識別出在個別選區中被促使
或被阻礙當選的候選人的身份，所以視乎當時整體
的相關因素，有關信息很可能會被視作選舉廣
告。」

非候選人或其代理 發廣告或觸刑責
根據現行法例，假如發佈選舉廣告涉及開支，

而發佈者並非候選人也非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
人，該發佈者便可能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作出該條例下的非法行為。在選舉中作出非
法行為即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20萬元及監
禁3年。
發言人清楚指出，若候選人指使該人士或組織發佈有關

選舉廣告，而沒有將有關費用計算入其選舉開支內，該候
選人同樣會觸犯該條例的規定；而任何人士未經候選人授
權作為其選舉開支代理人招致選舉開支亦屬違法。

曾鈺成及葉劉淑儀昨日出席了《灼見名家周年論
壇》，主持文灼非與兩位嘉賓大談香港政局前

瞻，拆解當前的區選形勢。針對今年區議會選舉有一
批「傘兵」空降參選，曾鈺成坦言並不看好他們的選
情。他解釋，「傘兵」並沒有在地區工作的基礎，估
計他們在區選的贏面低。今年，各黨派都不肯定政治
議題對己方有利還是不利，故他看不到有人大張旗鼓
表明黨派是支持還是反對「佔領」。
他續說，相比2003年發生「反二十三條立法」事
件，今年區選的政治氣氛並未如當年濃厚，故選情會
對建制有利。他憶述2003年，有人僅以「踢走保皇
黨」為選舉口號就意外勝出，其後就顯得不知所措，
「那班人贏得不明不白，贏咗就話：死喇，做咗區議
員點算？」他又引用一位政治學者兼朋友閒談間的說

話，「2003年有乜理由空降會贏？如果佢哋贏就冇天
理喇！」他笑說：「點知真係冇天理！」

曾：選舉「驕兵必敗哀兵必勝」
曾鈺成坦言，今年區選情況與2003年不同，各方面
對政治議題都比較審慎，各個政黨無法肯定市民的政
治取向，落區都是做基層地區，以民生議題做主導。
被問到民建聯今年的選情，他則笑說：「天理有冇返
到嚟？哈哈！唔會講『穩陣』，一講『穩陣』即係自
殺。選舉係驕兵必敗，哀兵必勝。」

葉：區選立選決定港人「食粥食飯」
葉劉淑儀則認為，今次區議會選舉有重要指標的價

值，因為這是「佔領」後的首次換屆選舉，可反映市

民到底是支持「傘兵」，還是反對「佔領」。她注意
到今屆有「傘兵」冒出參選，但認為「傘兵」落區的
人數不多，準備不是太充足，「未來香港政局，2017
年香港人『食粥』還是『食飯』，都很在乎今年的區
選及明年的立法會選舉結果。」
她在評論到新民黨的選情時坦言，「不會說勝算

高。」今年區議會選舉受到地區議題以及政治議題，
如港大副校長委任風波影響，多個政黨炒作政治議
題。民主黨7月發現「鉛水」後主打此議題，建制派
也有購買食水給居民，「兩邊政黨都用『鉛水』谷
票，表現是打和。」公民黨則出動TSA（全港性系統
評估）打教育牌。「2012年國教事宜令新民黨處於下
風，今年公民黨主打TSA，在街道叫人簽名支持，社
會反應是冷淡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違法「佔領」後，有部分激進青年以「傘兵」

的名義參加今年的區議會選舉，令選舉增添不明朗因素。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出

席一論壇時表示，「傘兵」沒有在有關地區的工作基礎，空降參選，估計他們在區

選的贏面低，但強調民建聯也不是「穩陣」，「選舉係驕兵必敗，哀兵必勝。」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指，「傘兵」人數不多，準備不足，今年區選結果將會反映市

民對「傘兵」的看法，她又批評有政黨炒作政治議題，但社會對此反應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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