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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蕙禎涉擅盜官 呃選民
玩小動作狙擊梁美芬 有人毀橫額警調查

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明天(11月7日)在新
加坡的會面，將開啟兩岸領導人直接交流溝通的新
篇，標誌兩岸在堅持「九二共識」及一個中國原
則的基礎上，共同肩負起將兩岸和平發展關係推進
到更高層次的歷史責任。習近平總書記一直以來都
以最大的誠意和自信，全力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
展，既堅持原則，又靈活務實，化解影響兩岸最高
領導人會面的一個個難題，最終實現了兩岸關係發
展歷程中的歷史性飛躍，鑄就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新
里程碑。

歲月流逝，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曾經走過一段風雨
如晦的日子。從軍事衝突到政治對峙，直至上世紀
八十年代末才打破堅冰，開啟交流往來之門。其
後，兩岸關係歷經風雨、波折，最終在民族大義和
兩岸同胞福祉的共識下，國共兩黨領導人作出了正
確的歷史抉擇，推動兩岸關係轉入坦途。在這個過
程中，習近平一直都有關注和參與。1985年，32歲
的習近平從河北調到福建，從廈門市委常委到福建
省省長，在這個對台工作的最前線上，一做就是17
年。他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更是親自主導對台
工作，在歷次與台灣各界人士的會見中，發表了多
次講話，闡述了對兩岸關係的信心、耐心、誠心以
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兩岸和平統一」
的決心，推動兩岸民眾團結一心，肩負起歷史賦
予的神聖使命，努力構建兩岸和平發展大格局。

當然，由於歷史和現實等方面的原因，兩岸關係
也遇到一些困難和阻力。習總書記全面分析了兩岸
關係的複雜性，強調要堅持增進互信、良性互動、

求同存異、務實進取，指出只要都從「兩岸一家
親」的理念出發，將心比心，以誠相待，就沒有什
么心結不能化解，沒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這些論
斷，反映出習總書記對兩岸之間解決分歧、推動發
展的最大誠意和自信，而這次「習馬會」得以實
現，更證明了習總書記論斷的正確。例如，過往談
到兩岸最高領導人會面議題時，「稱呼」、「身
份」問題如何解決，雙方一直都在協調摸索。如
今，在大陸方面提出的靈活務實、化解分歧的建議
下，經過兩岸雙方協商，這個難題終於得以解決，
雙方會面以兩岸領導人身份和名義舉行，見面時互
稱「先生」，這可謂在兩岸政治分歧尚未徹底解決
的情況下，根據一個中國原則作出的務實安排，充
分體現了擱置爭議、相互尊重、求同化異的精神，
更為今後雙方高層互動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範例。

在兩岸領導人即將會面之時，人們不禁想起今年
9 月份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之際，習總書記曾表
示：「透過近代歷史風雲，兩岸同胞深刻體會到，
大陸和台灣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我們的命運
從來都是緊緊連在一起的。國家強大、民族強盛，
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生存、發展、
尊嚴的保障。」事實已經並將繼續證明，目前兩岸
共同走上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一條維護兩岸和平、
促進共同發展、走向民族復興、造福兩岸同胞的正
確道路，更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之路。兩岸民眾都期
盼此次兩岸領導人的會面，將引領兩岸和平發展之
路走得更寬廣、更順利、更長遠。

（相關新聞刊A2版）

以最大誠意和自信 鑄兩岸關係里程碑
立法會昨日開會繼續辯論將特首納入《防

止賄賂條例》議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
言前，社民連梁國雄要求點人數，最終因會議
廳內人數不足導致流會。為報復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主席陳健波在審議創科局撥款時果斷剪
布，昨日立會中，拉布議員不斷要求點算人數
洩憤，濫用議事規則，以另類拉布向建制派
「全面開戰」，既不尊重議會，更嚴重損耗議
會效率及市民利益，辜負市民託付。立法會
應認真考慮修改《議事規則》，堵塞漏洞，
防範議員濫用點人數招數製造流會。

立法會《議事規則》第17條（2）訂明，如
出席會議的議員不足全體議員的二分一（包
括立法會主席），而有人向主席提出此事，
主席即須指示傳召議員到場。15分鐘後，如
仍不足法定人數，主席即毋須付諸表決而宣
佈休會待續，即俗稱的「流會」。立法會議
員應該遵守《議事規則》，完成任期內所有
議程及法案審議，這是議員不可推卸的職
責。因為議員缺席而導致流會，難免影響市
民對議員的觀感，甚至會被視為失職。因
此，任何黨派的立法會議員，都應履行議員
的基本職責，避免發生流會。

但應該看到，昨日梁國雄等拉布議員不厭
其煩地要求點人數，並非出於尊重議事規
則、維護議會秩序，而是玩弄議事規則，以
旁門左道阻礙會議進度。事緣財委會主席陳
建波對於立會審議創科局撥款的「垃圾修

訂」果斷剪布，拉布議員拖死創科局的奸計
很可能落空。拉布議員惱羞成怒，為發洩戾
氣，瘋狂點人數，以此開闢「第二戰場」，
擴大拉布戰線。過去兩天，立法會共舉行了
11個小時的會議，合共18次點算人數，共響
鐘超過10次，單等議員返回會議廳，已花了
4個小時之多，到昨日終因出席人數不足而流
會收場。濫用點人數規則，影響會議進度，
更浪費議員履行職責的寶貴時間。

去年2月至12月，立法會大會已累積超過
400次點算人數，累積響傳召鐘的時間接近70
小時。本屆立法會中，更有7次因沒有足夠法
定人數出席，而導致流會。點人數規則已嚴重
變質，失去提醒議員開會的本意，淪為拉布議
員突襲建制派的工具。對這種不正常履職、辜
負市民託付的行為，全社會應予以譴責。

立法會議員除了出席立法會會議之外，還有
其他的職責，包括與官員、市民約會，需要合
理分配時間了解各方面的意見。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曾經建議修改《議事規則》，除了會議開始和
點名表決時，其餘時間無限制要過半數議員出
席，即使點算人數不足，也不會因此而流會。議
員只要在發言、提問、動議或表決時，準時出現
已屬履行議員職責。許多外國議會已刪除點人數
的做法。香港立法會點人數為製造流會大開方便
之門，讓拉布議員有機可乘，破壞議會正常運
作，點人數規則是否要繼續保留，立法會應衡量
利弊，作出明智抉擇。 （相關新聞刊A7版）

濫用點人數洩憤 辜負市民託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去年發生的違法
「佔中」令社會撕裂，在今年區議會選舉，有人就借
機挑動矛盾。爭取連任的觀塘曉麗選區區議員蘇麗
珍，近日發現有人在街頭貼出單張，稱她「撐黑警」
等字句。蘇麗珍昨日表示，這些單張用字激進，擔心
有人煽動仇警者對自己作出某些行為，影響選情甚至
其人身安全，已通知警方及選舉事務處協助。大律師
馬恩國表示，支持香港警察並不等於「撐黑警」，而
將所有警員形容為「黑警」可能已觸犯誹謗罪，而單
張用意是試圖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有可能違反《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針對建制 蘇報警求助選舉處
蘇麗珍昨日如常落區聆聽街坊意見時從街坊口中得

知，觀塘曉麗苑1A巴士站的欄杆上，被貼上最少3款
針對她的單張。其中一款單張上的內容，是一網上媒
體的報道，標題為「監警會投票紀（記）錄曝光，馬
恩國、蘇麗珍撐重審朱經緯（涉嫌用警棍打人）
案。」另一款單張印有蘇麗珍參與「保和平 保普選」
簽名運動的照片。最後一款寫着「蘇麗珍高調反佔
中，入屋苑私人範圍作政治宣傳，提防建制派！」
蘇麗珍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單張寫我『撐

黑警』，又話要『提防建制派』，用字好激進，係想
煽動一啲仇警嘅人對我做一啲行為。我擔心人身安
全，所以已經報警。」同時，單張內容會影響別人對
她的觀感，涉嫌干預街坊的投票意向，令選舉不公
正，是違法事情，故她同時已向選舉事務處求助。
蘇麗珍表示，曉麗苑一向是一個和諧的屋苑，如今

有人漠視法紀，使用激進字眼攻擊他人，破壞了屋苑
的和諧。她對事件表示遺憾，並期望選舉可以用公平
公正的方式進行。

馬恩國：單張涉誹謗欺騙選民
在有關的單張中，同時印上了身為監警會成員的中澳法學交流基

金會主席馬恩國大律師的相片。馬恩國表示，單張說他支持重審朱
經緯案是事實，他會承擔政治後果。不過，另一款單張寫上「撐黑
警」就有誤導成分。
他解釋，「首先，朱經緯不是『黑警』，他當時在維持秩序。他

的案件經過警監會處理，但『七警案』則沒有經過監警會，而是由
律政司方面直接提出控訴的，兩宗案件不能混為一談。其次，支持
香港警察並不等同撐『黑警』。有7名警員因涉嫌打人而被起訴，但
他們在3萬多名軍裝警員中只屬少數，且案件仍未開始審理。」
馬恩國強調，香港警察一向克盡己能，維持香港社會秩序，其專

業水平的服務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有人形容警察為「黑警」，
有可能觸犯《誹謗條例》，涉及誹謗性的暗指或諷刺。
同時，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十四條，作出某

些關乎選民的欺騙性行為的舞弊行為，即屬違法。有人借單張指稱
蘇麗珍撐「黑警」，是在欺騙選民，誘使一個人投票或不投票給某
候選人，這是不合法的行為。
觀塘曉麗選區另一名候選人是未有申報政治聯繫的馮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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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巴士站欄杆貼上單張，屈蘇麗珍「撐黑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議會選舉
在即，大部分候選人都在把握時間聆聽街坊需
要時，「熱血公民」卻在此時四出拜神。繼早
前拜觀音、關帝後，昨日到鴨脷洲洪聖古廟
「拜神」「沾靈氣」，不務正業，又借傳統神
祇「過橋」為自己造勢。
「熱血公民」的「首領」黃洋達昨日帶同有
份出選的「熱狗」成員到鴨脷洲洪聖古廟，包
括在屯門樂翠選區出選的鄭松泰，以及出選利
東一及二選區的黃潤基、蔡文龍。他聲稱，一
系列「祭祀」儀式是向居民宣揚尊重「本土」
和歷史文化。

扮動畫人物「海賊王」十分騎呢
他又「抽水」稱，他們拜神目的是因香港政
治環境「妖氣重重」，所以要求洪聖爺「賜他
們在區選中有斬妖除魔的能力」，其後又稱要
扮動畫人物「海賊王」動作，十分騎呢。現場
有10多名軍裝、便衣戒備，不少途人或旅客經
過時，報以奇異目光。
黃潤基、蔡文龍不斷借洪聖爺「過橋」，前
者更稱「願洪聖降福庇護他們勝出，因呢區有
好多建制、偽民主存在。」
利東一選區候選人尚有民建聯的李嘉盈及民
主黨的區諾軒，利東二選區有民建聯的彭兆
基、民主黨的羅健熙和報稱獨立的鄧嘉樂。

「熱血」借神「過橋」 疑提名期豪送鮑燕 龍更新涉賄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今年區議會選舉
屯門富新選區陷入6人混戰，有街坊踢爆其中報
稱獨立競逐連任的龍更新，趁區選提名期開始而
自己未正式報名參選的空檔，涉嫌走「法律罅」
大搞「平價茶敘」，席間更「豪派」燕窩、鮑
魚，甚至100元現金「利是」等，有賄選舞弊之
嫌。有法律界人士指，提名期屬於選舉過程，涉
嫌作出賄選或舞弊的人士，不會因為未宣佈參選
而免責。
上屆險勝對手百多票的龍更新，原先是新屯門中

心的業主和法團主席，但由於在新屯門中心大維修
爭議中，曾與反對維修的業主同一陣線，之後又
「縮沙」鬧不和，變得兩邊不是人，遂在今屆區選
遭到各方圍攻。

搞「茶敘」派「利是」入席票留名
有屯門街坊近日向傳媒爆料稱，在區選提名期開

始後，龍更新連番向街坊「送大禮」。10月8日，
龍更新以慶祝富健花園的辦事處開幕為名，在區內
向街坊派保溫瓶和燒肉，實情其辦事處早於8月已
經開幕，而相關保溫瓶是屬於區議會的宣傳紀念
品。區議會早已下發指引，要求議員在8月份派
完，故龍涉嫌用公帑為自己爭取支持。
10月9日下午，龍更新高調地在屯門百樂門囍宴

舉辦所謂「歡樂茶敘」，入席票上寫明是「龍更新
議員贊助」，內容是「卡拉OK及幸運抽獎（獎品

豐富）」，入席費只需35元，有票更可減10元。
但「茶敘」席上的菜單寫明是680元一席，即50多
元一位，可見龍「贊助」了不少。
該名街坊指，該次「茶敘」獎品相當「落本」，

包括「5罐鮑魚、2盒燕窩、16盒鮑魚麵，7個芭蕉
扇，15封100元利是，15封50元利是，70包五公斤
裝大米」。街坊更指，即使近半街坊未必抽到獎，
但每人也有20元利是。

送禮後報名 似走法律罅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任何人

無合理辯解而提供利益予另一人，作為在選舉中投
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誘因或報酬，即屬在
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有街坊質疑，龍更新接連
「贊助」街坊「又食又拎」後，他在10月15日，
即選舉提名期結束當日才報名參選，疑是「走法律
罅」，涉嫌賄選。
大律師馬恩國接受傳媒查詢時指，雖然法例無定

義何為「選舉中」，但相信提名期屬於選舉過程。
法庭在考慮涉事人是否賄選或舞弊時，會根據背景
和事實去判斷有關行為會否影響到選舉結果，是否
為將來的選舉而鋪路，有關人等不會因為未宣佈參
選而免責。
富新區候選人還有新民黨社區主任甘文鋒、執業

大律師李世強、從事電訊的戴賢招、退休人士何英
生及教師張偉球。

區議會選舉投票日臨近，所謂「傘後組織」愈
來愈「狗急跳牆」，借「狙擊」為名到處生

事。本報昨日接獲讀者報料，指公然高舉「本土」
旗號的游蕙禎，近日懷疑捲入惡意破壞候選人橫額
案件，「原先（報稱獨立候選人）羅錫明獲分配的
橫額位置，無端被拆卸並掛上游蕙禎的宣傳海報，
梁美芬的宣傳橫額隨後則離奇被蓄意拆卸，事件須
交由警方調查。」
同時，游蕙禎在區內派發的宣傳單張，懷疑擅自
盜用選舉事務處標誌，涉嫌「呃選民」。該名讀者
報料指，游蕙禎「登記做選民 重奪區議會」宣傳
單張上，有人涉嫌無視版權規定，私自盜用選舉事
務處「剔字」標誌，或令選民誤以為她獲選舉事務
處支持。

或違《選舉條例》遭投訴
讀者又透露，有人已經就游蕙禎盜用選舉事務

處標誌事件去信選舉事務處要求跟進調查。《選
舉條例》第二十七條明確訂明，發佈方式意味着
該候選人或跟該候選人有關聯的候選人獲得該人
或該組織支持，或相當可能導致選民相信該候選
人或跟該候選人有關聯的候選人獲得該人或該組
織的支持，該候選人即屬在選舉中作出非法行
為，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二
十七條。

梁美芬籲多做實事莫兒戲
梁美芬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區議會選舉應
該以地區服務為重，期望大家多認真做實事，不要
做出太多小動作，以確保香港擁有優質選舉，「我
不知道誰是蓄意破壞橫額的經手人，但警方已經到
場取證，事件現正處於調查階段。我希望大家多為
地區做實事。」
面對「傘後組織」視參選以「狙擊為本」，梁美

芬坦言，區議會選舉不應該過分兒戲，並寄語大家
應用心研究選舉事務處規定。
她強調，居民非常關注當區發展，為此，她多年
來與居民極力爭取優化社區，並不斷與環保署及規
劃署開會跟進，包括改善水質、關注屏風樓、改善
污水渠錯駁、興建海濱等，「近年黃埔區有着很大
的改變。」
梁美芬又反問那些「狙擊為本」的組織團體：

「他們曾否參與任何業主委員會討論？曾否關注
過地區發展？有否關心過居民需要？我們與居民
花了很多工夫及時間，並肩爭取優化社區設施，
很多設施已經相繼落成，很多居民為此慶功。這
說明區議會選舉應該以地區服務為重，不是以小
動作狙擊、抹黑則可，我希望能夠回復優質選
舉。」
本報嘗試致電游蕙楨回應，但其電話長「嘟」，

至今日清晨截稿前，仍然未能聯絡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今屆

區議會選舉湧現大批「傘後組織」，圖

謀滲入區選惹是生非。其中，「空降」

九龍城黃埔東選區的「青年新政」社區

主任游蕙禎，聲稱要「狙擊」經民聯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雖然有人自詡「伸張

正義」，實質是地區工作欠奉，唯有不

斷玩弄各種小動作「博出位」。本報接

獲讀者報料指，游蕙禎宣傳單張不單涉

嫌擅自盜用選舉事務處標誌「呃選

民」，近日更懷疑捲入惡意破壞候選人

橫額案件中，不斷借「狙擊」為名搗

亂。
■本報接獲讀者報料指，游蕙禎宣傳單張涉嫌
擅自盜用選舉事務處標誌「呃選民」。

▲梁美芬宣傳橫額
離奇被蓄意拆卸，
事件交由警方調
查。 讀者供圖

◀游蕙禎懷疑捲入
惡意破壞候選人橫
額案件。讀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