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名市民參與了昨日的造勢大會，為
出選東涌的3位候選人，包括民建

聯副主席、離島區東涌南候選人周浩
鼎，爭取在逸東邨北連任的工聯會候選
人鄧家彪，及同樣爭取在逸東邨南連任
的民建聯候選人老廣成打氣。民建聯主
席李慧琼、會務顧問譚耀宗、副主席陳
勇、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和黃定光，及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等到場支持。
3位候選人先後上台自我介紹，呼籲選
民要在11月22日站出來，投票給建設香
港力量。周浩鼎說道，「昨（前）晚我
站在街站，有一個街坊就拿着份文件來
查詢法律問題，我大概用了20分鐘就解
決了。那位街坊又說，過去幾年你不知
不覺幫助了我們多次解決法律疑難，不
多不少都為我們慳了不少法律費。」

周浩鼎：法律知識服務街坊
他期望日後可透過自身的法律知識，
繼續服務東涌當區居民，並將社會的訴
求如實向特區政府反映，又感謝當區區
議員周轉香過去4年的指導，並強調選議
員是要選真正為市民服務的人，絕不是
要選出「搞搞震」的人，期望大家均可
於11月22日投票支持東涌建制團隊當
選，讓他們可繼續為社區做事。

鄧家彪：地區工作助開竅
鄧家彪表示，過去在東涌的地區工作
確實令他開竅，「過去面對一個又一個
求助的街坊，他們將家庭問題、勞工問

題、社區問題交託於我這一個20多歲小
伙子。全靠工聯會及東涌建制團隊的幫
助及指導，令到阿彪的服務有所進
步。」
他期望透過市民的選票，讓工聯會及

民建聯的戰友均能高票當選，讓香港市
民、東涌社區均知道大家是熱愛及支持
一批真心為社會做事的區議員，而不是
「搞搞震」的人。

老廣成：與新市鎮同成長
老廣成則表示，他在1997年已進入東

涌為地區服務，與新市鎮一起成長，其
後隨着逸東邨的落成，更率先進入逸東
邨為市民服務，「這麼多年來，民建聯
及工聯會都是一家人，合力在地區服務
市民，為居民爭取福利。過去12年來，
我們攜手合力建設東涌新市鎮，令到不
少社區建設均能一一落成。」
他期望未來仍有機會繼續為東涌居民

打拚，為下一代建設更美好的東涌社
區，故懇請市民可於11月22日站出來投
下支持他的一票。
民建聯各成員分別鼓勵3名候選人，及

進行交接旗幟儀式，寓意他們可旗開得
勝、「連選連任」。最後，他們與一眾
參與的市民合唱《團結就是力量》一
曲，期望日後大家可齊心合力，共建和
諧社區。
東涌南選區候選人尚有報稱獨立的王進

洋。逸東邨北選區尚有報稱獨立的梁漢威。
逸東邨南選區則還有民主黨的郭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距離區議會選舉投票日尚餘一星期，各

候選人把握最後機會，努力在區內爭取街坊的支持。民建聯昨日在東涌舉

行「凝聚正能量 建設活力城」區選造勢大會，為3位出選東涌的民建聯及

工聯會候選人，包括周浩鼎、鄧家彪及老廣成打氣。3位候選人均表示，

選議員是要選真正為市民服務的人，絕不是要選出「搞搞震」的人，並

期望他們這股建設力量最終全部順利當選，讓他們可繼續為東涌居民打

拚，為下一代建設更美好的東涌社區。（尚有相關新聞刊A11、A12版）

在民建聯昨日東涌舉行「凝聚
正能量 建設活力城」的區選造
勢大會上，民建聯及工聯會多位
重量級人馬都到場為3位民建聯

及工聯會東涌區候選人打氣。他們讚揚「老、
鄧、周」三子的地區工作扎實，相信他們定必
能將建設香港力量繼續發揚光大，但強調在餘
下的時間也不應鬆懈，必定要全力以赴，做到
最好，並期望街坊可於11月22日到票站投下關
鍵的一票，讓三子均能順利當選。

李慧琼謝周轉香 冀新一代接棒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在大會上為周浩
鼎、鄧家彪及老廣成打氣時表示，民建聯及
工聯會是一家人，誓要將3名東涌戰友合力
送入議會，為市民服務。她又特別感謝即將

卸任東涌南區議員的周轉香，因為對方過去
為建設東涌社區付出了不少心血，並期望新
一代接棒的議員可繼續秉承她的服務精神，
繼續努力建設社區。

譚耀宗促勿鬆懈 爭高票當選
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指出，縱使只有尚

餘一星期就是區議會選舉投票的日子，但各
候選人均不應在此刻鬆懈，必定要全力以
赴，做到最好，「打多兩個電話，站在街站
多些時間」，又期望「老、鄧、周」三子最
後均能順利高票當選。

麥美娟：社會需做實事議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香港社會
目前充滿爭拗、不和諧，但香港需要發展及

建設，更需要一群做實事的議員，為社區注
入正能量。她強調，東涌的未來現在正掌握
在眾街坊的手上，每一張選票均很重要，故
期望各街坊可以11月22日走出來投票支持這
名候選人，讓他們順利當選。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近日網上流

傳「建制派必勝」等風聲，令他擔憂將會影響
他們的選情，「街坊們可能也會覺得必勝，便
去了打麻將、去旅行，沒有去投票。」他強調，
今次選舉關乎香港的正能量能否勝利，每一票
都足以影響選舉的勝負，期望各街坊能於11月
22日到票站投下關鍵的一票。
另一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則指，

「老、鄧、周」三子的地區工作扎實，相信
他們定必能將建設香港力量繼續發揚光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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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級人馬撐場 讚「老鄧周」工作扎實

■民建聯在東涌舉行「凝聚正能量 建設活力城」區選造勢大會。 鄭治祖 攝

「人力」譚香文涉屈記者「有江湖背景」

林作指私隱被侵 擬發律師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人民力量」譚香文

涉嫌濫用星河明居業主委員會主席的職權，要求保安員
監視其區選對手林作。林作日前發表聲明指，將向星河
明居的管理處、業委會及業委會委員發律師信，並保留
一切追究權利。而針對星河明居管理處據報阻止報道事
件的報章派發，香港記者協會指事件涉及剝奪市民知情
權，譴責封殺行為。
《頭條日報》前日報道，譚香文要求保安員監視林作
在星河明居內的一舉一動。林作前晚發表聲明，表示對
個人私隱被嚴重侵犯感到震驚及憤怒，決定委託律師跟
進及向星河明居管理處、業委會及業委會委員發律師
信，要求他們交代事件，並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他在接受該報查詢時說，自己是今次事件的受害人，

而區選投票日將至，自己忙於落區，故交由律師處理事
件，不希望居民將事件與區選扯上關係。

記協責剝奪市民取得資訊權利
記協主席岑倚蘭在回應該報查詢時指，星河明居管理
處阻止報章派發，涉及剝奪市民取得新聞資訊的權利，
批評管理處並無資格審閱報章內容，又譴責有人試圖封
殺報紙的行為，認為十分嚴重。她又質疑，涉嫌阻止該
報發行的人，背後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頭條日報》前日發表聲明，指由星河明居管理處人
無理取走及丟棄供住戶取閱的該報報紙，做法剝奪住客
的知情權，嚴重損害新聞自由，對此作嚴厲譴責，並會
向有關公司與人員追究到底，同時已報警處理。■林作擬發律師信追究被侵私隱事件。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在黃大
仙龍星選區出戰區選的「人民力量」譚
香文，近日被報章質疑她利用屋苑星河
明居業主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要求保安
員監視對手林作，涉嫌侵犯對方私隱。
當刊有有關報道的報紙前日送抵星河明
居時，管理處職員即稱內容「有問題」
而阻止派發，有關報章昨日發表了譴責
聲明。譚香文最初拒絕回應，其後才悄
悄在其facebook發帖自稱不知情，反稱
「有人」認出採訪她的兩名該報記者「疑
似是有江湖背景人士」。該報章譴責有
人惡意中傷及抹黑記者，並已就事件報
警備案。
《頭條日報》昨日報道指，該報在頭

版刊有譚香文涉嫌侵犯林作私隱的500
多份報紙，在前日清晨送抵星河明居
時，被保安員阻止送到各座大堂。該報
記者質問何以與平日安排不同時，保安
員稱「收到投訴話（內容）有啲問
題」，但被追問到為何報紙未出版就有
人看到內容再投訴時，保安員就支吾以
對：「照Order（指令）辦事啫。」

疑有人濫用權力封殺《頭條》
報道續指，數名保安員其後搬走報
紙。有住戶見到報紙被黑色膠袋密
封，棄置於雜物房內。有住戶不滿未
能取報而報警，更懷疑有人濫用職
權，封殺涉及他們的報道。其後，該
報記者向在區內設競選街站的譚香文
追問此事時，她立即黑臉稱「我唔回
應，請你行開」，又涉嫌警告記者

「唔好搞事」，然後與助理急步走回
其辦事處，更報警稱被記者騷擾。譚
回到辦事處後，又以手機反拍記者，
該報記者至晚上9時其辦公室關門時仍
未見譚出現。
前日「龜縮」迴避採訪的譚香文，

昨晨突化身為「鍵盤戰士」，在face-
book個人專頁上回應阻止派報事件。
她聲言，自己是有關報章被拒派發
後，才得知星河明居管理處收到投
訴，指《頭條日報》有「色情內
容」，按程序要先暫停派發，「事件
最後被該份報紙說成打壓市民知情
權……《頭條日報》後來更把兩件事
混為一談，誤導公眾，誣陷香文。」
不過，她迴避了為何報紙還未派發，
就有人「未卜先知」，投訴其中的

「色情內容」。

面書播謠言 稱遭呼喝憂安全
她在解釋自己拒答該報記者問題時

聲稱，自己前日早上如常在區內宣傳
時，「被兩名彪形大漢呼喝」，又稱
雖然對方聲稱要訪問自己，但態度
「絕非正常記者的表現」，為了義工
及自身安全，只好報警求助，「後來
有人認出該兩名男子疑似是有江湖背
景人士」，又試圖轉移視線稱她在是
次選舉「面臨排山倒海式的連續攻
擊」，並大打「告急牌」，稱自己
「不斷被多間媒體及不明人士有組織
地全方位抹黑及打壓」。
巧合的是，一個名為「召集十萬人
反黑警！」的facebook專頁中，前日

也上傳了一幅疑為《頭條》記者的照
片，該專頁管理員聲稱，自己是「退
休警員」，覺得兩名採訪譚香文的記
者「很熟口面，他們好像是活躍黃大
仙的新×安人馬」。該管理員昨日再
發帖，稱有網民報料指兩人是記者，
而他已從譚香文facebook專頁了解事
件，但他仍聲言「本專頁強烈遣
（譴）責《頭條日報》……指示記者
以黑社會手段造新聞」。

報社譴責：已報警備案
《頭條》昨日譴責有人惡意中傷及

抹黑記者，促請有關人士立即停止，
又指已就事件報警備案。
龍星選區候選人還有報稱獨立的岳敬

寬和報稱無黨派的何偉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議會選舉進
入白熱化階段，反對派加緊對建制派候選人的
抹黑攻勢。《蘋果日報》昨日以頭版頭條報道
稱，屯門樂翠選區候選人何君堯涉嫌「僱用」
持雙程證來港的內地人為自己助選，更有入境
處人員到場查問。何君堯昨日發表聲明，批評
有人涉嫌故意借特區政府機關打壓選舉工程，
但他深信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並強調選舉應
該是比拚政綱、勤力，而非用抹黑、誤導、諉
過於人或謾罵手段打擊對手。
《蘋果日報》昨日報道引述「居民陳小姐」，

稱何君堯助選團中一名中年男子「主要操普通
話」，又稱對方助選如「返工咁返」，「懷疑他
是專程來港全職助選的內地人。」該名「居民」
又稱，該男子前日在屯門輕鐵站附近，有入境處
人員到場查問並將該名男子帶走。

入境處未發現有人違例
報道引述入境處回覆指，他們前日的確在屯
門將一名內地男子及一名女性香港居民帶走，
了解事件後，未有發現有人觸犯《入境條
例》，有關人士已被釋放。不過，有關報道無
視事實，仍聲稱「該名內地人即使無違反《入
境條例》或在助選期間並無涉及任何酬勞，該
人亦可能因從事活動與申請雙程證時報稱目的
不符而違反逗留條件」。
何君堯昨日發聲明，指他在今次選舉工程

中，對各方新舊好友的支持與愛戴，前來給他
站台、當義工深感榮幸。其義工被請到入境處
協助調查，但事後證實屬虛驚一場，「根本沒
有人違規」，「據悉可能是有人故意借政府機
關，打壓選舉工程。」
他感謝各界友好關心，並指事件說明今次選

舉競爭激烈，自己「每一個工序都會受到高度
關注」，更碰上大量抹黑或挑釁行為，「這一
切無謂的騷擾都是對參選人不公平的手段」，
但他深信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何盼選舉比拚政綱幹實事
何君堯在聲明中強調，選舉應是比拚政綱、

勤力，而非抹黑、誤導、諉過於人及謾罵，所
以希望「一些平日不認真做事，只在選舉才忽
然勤力的人，回歸正途，公公平平去競爭，才
對得起選民的支持」。他最後強調，自己會一
如旣往，努力為大家服務，繼續努力爭取大家
支持，並會「揚正氣，幹實事」。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公開場合被問及有

關問題時指，自己並不準確了解有關事件，但
認為只要沒有違反選舉條例「便可接受」。若
有人作出任何犯法行為，相信特區信政府會依
法處理。
樂翠選區候選人還有民主黨的何俊仁、「熱血

公民」的鄭松泰、報稱「快信社會服務團」的阮
偉忠、無申報政治聯繫的張永偉及沈錦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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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facebook專頁聲稱採訪譚香
文的兩名記者是「三合會中人」。

facebook圖片

A4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5年11月15日（星期日）

區議會選舉 2 2 / 1 1 / 2 0 1 5

民記工聯一家 打造更美東涌
周浩鼎鄧家彪老廣成宣正能量 籲選真正為民服務者

▶《頭條日報》發聲明
譴責有人阻撓送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