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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家賢公然違規 太古站內拉票
莫乃光梁繼昌助「知法犯法」港鐵證乘客投訴勸喻後離去

曾鈺成雨中「擂鼓」江玉歡注「強心針」

陸頌雄航拍片 帶街坊鳥瞰美麗圍城
馮檢基又「告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深水埗麗閣選區爆發

「師徒相煎」劇情。爭取連任的民協馮檢基昨晚再「告
急」，聲稱自己「一手栽培」的前黨友兼「徒弟」黃仲
棋故意在同區參選，目的是要「鎅」他的票。

馮檢基昨晚在深水埗麗安邨舉行「告急」晚會。
他聲言，「佢（黃仲棋）為乜突然放棄麗閣13年，
得7個星期佢可以贏到呢個議席咩？佢同民協嘅歷
史，意味佢每攞一票，都係鎅我嘅票，想我輸。」

他續稱，自己並非長期打告急牌，只是「說明形
勢」，是次選情的確比以往嚴峻，因鎅票的人最掌
握和熟悉民協及麗閣區。黃仲棋曾擔任10年議員，
可能有街坊不知他已脫離民協，故他「鎅票」會比
任何人都「鎅」得深。

民協副主席覃德誠則稱，「對方（黃仲棋）淨係
識講十幾年前點威，家派嘢都係靠助手，自己影
都冇。……唔知佢袋口有啲咩？如果佢係為自己爭
取選票，應該努力拉票，但佢唔係，佢啲宣傳車唔
係賣自己，係抹黑阿基。」

麗閣區候選人有還有工聯會的陳穎欣。

稱被毆打半分鐘 社記義工唇內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噪音擾人導致選舉
暴力？社民連前晚深夜報稱，該黨下白田區候選人
鄧美晶選舉街站的一名義工疑被人「毆打近半分
鐘」，更暗示事件涉及其區選對手。警方指，該名
男子懷疑為聲浪問題而與人爭執，並因涉嫌襲擊一
姓林男子而被警方拘捕。

鄧美晶前晚在其facebook聲稱，她與其義工於黃
昏在其選舉街站派發宣傳單張時，一名路過途人突
出拳「毆打」其義工「近半分鐘」，她報警求助。
警方到場後向在場市民查問事發經過時，部分在場
者均稱未有目睹該義工被打，更稱是該義工出手打
人。涉嫌襲擊男子其後被警員帶署接受調查。

社民連在網絡上載了當時報稱「被毆打近半分
鐘」的男性義工的照片，清楚顯示該名「被毆打近
半分鐘」的男義工面部及左手均無傷，僅嘴唇內側
有一個細小的傷口。鄧美晶更在毫無證據下，借
「路過街坊」之口，聲稱對方曾「見過」該涉嫌打
人者曾協助其對手在區內派發傳單。

警方證實，一名62歲梁姓男子前日懷疑因聲浪問
題，與26歲鄧姓女子及27歲林姓男子爭執。警方經
調查後，懷疑該名男子曾襲擊姓林男子，遂以涉嫌
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拘捕梁姓男子。

■■報稱報稱「「被毆打達半分鐘被毆打達半分鐘」」的社民連的社民連
助選者助選者，，僅嘴唇內側受傷僅嘴唇內側受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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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2015年
區議會選舉11月22日舉行，選舉事務處近
日已向約312萬已登記選民寄出投票通知
卡，通知他們指定投票站和票站地址，選
民也可登入選民資料網上查閱系統查閱有
關資訊。該處提醒選民前往投票時必須帶
備身份證明文件，選民如仍未收到投票通
知卡，可致電選舉熱線2891 1001查詢。

在投票日，全港會開放共495個一般投
票站和24個專用投票站。一般投票站及
設於警署的3個專用投票站，投票時間由
上午7時30分至晚上10時30分。另外21
個設於懲教院所內的專用投票站，投票時
間為上午9時至下午4時。

是次選舉超過9成的投票站均方便行動
不便或使用輪椅的選民進出。選舉事務處
指，如行動不便或使用輪椅的選民，被編
配往不方便他們出入的投票站，可於本月
17日（下周二）或之前，透過致電選舉熱
線2891 1001或傳真2891 1180向處方申
請重新編配投票站。在情況許可下，處方
會在投票站加設臨時斜道，或應要求安排
復康巴士，接載行動不便或使用輪椅的選
民來往投票站。

視 障 選 民 則 可 致 電 電 話 專 線 2893
3762，收聽候選人簡介。投票站會提供點字模版，
方便視障選民投票。選舉事務處並會與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融匯──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合
作，在選舉日及之前的兩星期，以7種語言為少數
族裔選民提供電話即時傳譯服務，協助他們向選舉
事務處查詢有關選舉的事宜。

另外，在全港431個選區中，68個選區候選人自
動當選。共867名候選人將競逐其餘363個議席。
選舉事務處稍後會向68個無競逐選區內約57萬名已
登記選民，寄出通知書和其選區當選人的簡介。市
民可於選舉網站（www.elections.gov.hk）瀏覽是次
選舉的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尚餘8天便是區議會選
舉投票的日子，各候選人把握最後時機，努力落區接觸選
民，爭取支持。新民黨港島東康山選區候選人、現職執業
律師的江玉歡昨日無懼風雨，到康山選區舉行競選活動，
向市民積極拉票。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及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到場支持。江玉歡表示，得到兩位前輩的支持，感到信
心大增，自己將加倍努力爭取選民支持，期望可在當選後
克盡己責，憑藉自身的法律知識，服務康山居民。

早前已獲得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蘭桂坊之父」盛智
文等支持的江玉歡，昨日上午聯同其競選團隊，到康山一
帶舉行競選活動，向市民積極拉票。葉劉淑儀及曾鈺成也
冒雨到場為他打氣，向街坊呼籲：「請支持 1 號江玉
歡！」居民反應熱烈，現場氣氛熱鬧。

葉太：曾主席支持 市民驚訝雀躍
葉劉淑儀表示，非常感謝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親自落區支

持新民黨候選人江玉歡，出選港島東康山選區的選舉，
「很多街坊見到曾主席親臨康山，驚訝又雀躍。很多居民
也把握機會和我們握手，交流意見，居民反應熱烈，對我
們而言猶如打了強心針！希望康山的選民支持1號候選人
江玉歡！」

江：誓為居民解決「搭𨋢」落站

江玉歡昨日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康山選區積壓
多年的問題是區內無障礙通道不足，多年爭取在康山康怡
增設升降機直達地鐵站仍是不果，「過去1年多，我都積
極跟進，並透過葉太的幫忙成功約見港鐵高層，反映居民
訴求。我明白興建升降機需時，要解決土地及金錢等問
題，但仍期望可爭取中短期過渡措施，如興建升降台、增
加接駁小巴等。如果當選，面對居民的迫切需要，我一定
會在區議會及港鐵層面上加強工作，有信心解決此問
題。」

街坊讚政綱好 信心倍感鼓舞
她續說，自己過去一直非常關注地區事務，撰寫政綱時

也不是空喊口號，而是針對問題切實提出解決方法，「近
日政綱已經派到各家各戶，居民看過後都對此表示認同。
我今天落區宣傳時，都有一名婦人及年輕人大讚我份政綱
寫得好，對我來說，這是很大的鼓舞。」

江玉歡表示，過去一段日子均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昨日
也有葉劉淑儀和曾鈺成到場打氣助選，她與競選團隊均感
到信心大增，士氣大振。她並承諾在餘下日子，將會加倍
努力，繼續爭取選民支持，又期望可在當選後克盡己責，
憑藉自身的法律知識，服務康山居民。

康山選區候選人還有公民黨的梁兆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區議員除了必須熟識
區內大小事務外，更必須和街坊保持良好溝通，多聆
聽意見，了解他們的最新訴求。在天水圍天恒邨扎根
並服務了12年的工聯會當區議員陸頌雄，日前製作了
一段長約3分鐘的航拍短片，讓一眾街坊鳥瞰他們居住
的地方，並呼籲他們於11月22日區議會選舉當天齊投
票，共同創建「更闊視野、更廣願景、更美麗的天水
圍」。

該段短片長約 3 分鐘（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iOIYJ-EZ1U8）。開首是陸頌雄與一班居民
一同高呼「天水圍要起飛」，並帶領大眾從高空鳥瞰
天水圍。片中字幕打出陸頌雄過去4年為區內得取得的
成果，包括E34A往機場巴士直達天恒邨；優化265M
巴士及77a小巴線；推動西鐵提前於2016年增至八卡
車廂；落實興建天水圍醫院；推動政府設立天秀墟；
天恒邨增設減蚊機，加強滅蚊工作等，陸頌雄並喊出
「社區進步、永不停步」的口號。

「你嘅意見我聽到 願未來攜手共進」
片中輯錄了多名當區居民的聲帶訪問，道出他們的

心聲與不同訴求：有人希望區內交通更方便，未來可

增加不同目的地的巴士線及加密港鐵班次；有人指天
水圍物價高企，期望興建市政街市；有人希望可增加
區內就業機會；有街坊則希望加建泳池、體育館及綠
化設施。陸頌雄於片尾回應說：「你哋嘅意見我已經
聽到晒了，未來4年憑我的經驗、往績，我好有信心一
定可以為大家建設更美好的天水圍！」

陸頌雄昨日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自己一直在
想有什麼辦法令香港人更關心社區，更多參與區內事

務。他想到從天空看自己的社區應該是很有趣的事，
就委託朋友以航拍手法從高空拍攝一片關於天水圍社
區的短片，並於日前上載至YOUTUBE，希望大眾可
以從另一個角度看自己的社區，從而更多關懷和參與
發聲，「社區一定會更好。」

陸頌雄已報名參選元朗天恒選區，同區參選人尚有
「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王百羽及報稱沒有政治聯繫
的張國棟。

香港文匯報昨日接獲太古城居民爆料指
出，趙家賢於昨日上午8時許在太古

城巴士站旁拉票，或許因位置不及同區另
一名候選人、報稱沒有政治聯繫的吳志隆
及其助選團有利，他竟與助選團走進港鐵
入口的行人隧道內拉票，涉嫌違反港鐵附
例，更令人驚訝的是，身為立法會議員的
莫乃光及梁繼昌，也涉嫌「知法犯法」，
陪同趙一起進行拉票活動。

通道內向途人揮手豎大姆指
據了解，趙家賢、莫乃光及梁繼昌當時

一身西服，並無派發傳單及舉牌，但他們
卻走到趙家賢於該條行人隧道內的廣告燈
箱前向途人揮手及拉票，梁繼昌更豎起大
拇指。吳志隆的助選團成員見狀一度上前
理論，但對方不予理會，最終驚動港鐵職
員到現場調停，一段時間後趙家賢等人才
施施然離去。

梁繼昌狡辯「只微笑無宣傳」
本報就事件先後向趙家賢、莫乃光及

梁繼昌查詢。梁繼昌承認，他昨日本為
支持趙家賢參選區議會，但趕至時因下
雨而跟隨趙家賢進入站內避雨。

他又稱，自己知道及尊重港鐵的附例
原則，「我們只是站在印有趙家賢的廣
告燈箱旁，對行過的市民微笑，沒有叫
宣傳口號及派發傳單。」

趙家賢稱「避雨」稱職員未規勸
趙家賢在回應時竟稱，自己是因為「天

雨關係」，令原本在港鐵站外拉票宣傳的
他進入站內「避雨」，又聲言自己已跟隨
港鐵「白紙黑字」的指引規定，不認為有
任何違規行為，「我們只是企喺度，未有
派單張等實質宣傳工具。」他稱，當時雖
有港鐵職員前來詢問情形，但經一輪「了
解」後，知悉其行為未有違規而沒有採取
任何規勸行動。他更反稱投訴者的動機
「不單純」。

本報曾多次致電莫乃光，但至截稿時間
仍未有回覆。

不過，港鐵昨日在回覆本報查詢時，
就踢爆趙家賢聲稱港鐵職員「沒有採取
任何規勸行動」純屬謊言。港鐵指，港
鐵職員在早上約 8 時 25 分收到有乘客投
訴指，有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在太古港鐵
站 D 出口走廊位置逗留以及進行拉票活
動，並批評有關行為造成滋擾。職員隨
後趕到現場，發現有關人等已進入港鐵
範圍內，最後成功勸喻有關人等離去。

港鐵促候選人遵守指引
發言人強調，在區議會選舉前，港鐵已

知會各區區議會候選人，呼籲他們不要在
港鐵範圍內進行任何形式的宣傳活動。他
們不希望同類事件再發生，並促請各候選
人遵守公司原則以及跟從指引。

太古城西另一候選人吳志隆昨日接受本
報訪問時直言，他對今次事件表示十分失
望，更對有立法會議員牽涉其中難以接
受，令人反感。他希望選舉能公平、公正
地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文森）區議會選舉臨近，一眾候選人都積

極在區內拉票，但有候選人無視法規，涉嫌違規地進入港鐵範圍內宣傳。

有太古城居民昨日「踢爆」，民主黨太古城西候選人趙家賢昨晨在立法會

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及會計界議員梁繼昌陪同下，涉嫌違規在太古港

鐵站範圍內進行拉票活動。港鐵發言人昨日向本報證實事件，並強調港鐵

早已事先知會各區區議會候選人，呼籲他們不要在港鐵範圍內進行任何形

式的宣傳活動，不希望同類事件再次發生。趙家賢昨日在接受本報查詢時

聲稱自己並無違例，他們當時進入港鐵範圍內只是因為「避雨」。

▲▶陸頌雄日前製作了一條長約3分鐘的航拍短
片，讓一眾街坊鳥瞰他們居住的地方。

■■江玉歡昨日無懼風雨江玉歡昨日無懼風雨，，到康山選區舉行競到康山選區舉行競
選活動選活動，，向市民積極拉票向市民積極拉票。。新民黨主席葉劉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到場支持淑儀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到場支持。。

■有太古城居民昨日「踢爆」民主黨太古城西候選人趙家賢昨日早上
在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及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陪同下，
涉嫌違規在太古港鐵站範圍內進行拉票活動。

■港鐵指，職員收到乘客投訴，趕到現場，發現有關人等已進入港鐵
範圍內滋擾，勸喻有關人等離去。

對手在車站外對手在車站外 和梁繼昌在車站內和梁繼昌在車站內

涉違規拉票涉違規拉票 職員勸喻職員勸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