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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揭盅面面睇

登記選民倡交住址證明
政府擬10招優化諮詢逾月 虛假聲明可罰萬元囚兩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因應公眾最近

對選民登記事宜的關注，特區政府昨日發表《優

化選民登記制度諮詢文件》，就選民登記事宜展

開一個多月諮詢，收集公眾意見。文件提出五方

面共十項優化建議，包括今後新選民登記或更改

登記資料須同時提供住址證明、提高選民登記虛

假聲明刑罰至最高罰款10,000 元及監禁兩年

等。特區政府在諮詢期完結後會仔細考慮收集的

意見，以制定優化選民登記制度的措施。

擬選新東 梁頌恆「被起底」

鴿黨「南乳」欲選立會 區選得勢即逼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區選
結束，反對派內部的「秋後算賬」開
始。民主黨昨晚發表聲明，指該黨中
央委員會在昨日會議上，確認了紀律
委員會的裁決，一致通過革除在區選
中出戰、與工黨候選人趙仕信打對台
的馮競文的黨籍，即時生效。
九龍城紅磡灣候選人馮競文原為民

主黨黨員，曾被控由1998年起4年
間，誇大區議員辦事處租金詐騙政府
津貼，涉款逾60萬元，2006年12月
在區域法院被裁定4項提供虛假資料
罪名成立。暫委法官游德康當年指，
公眾對區議員操守有更高要求，馮競
文違反公眾對她的信任，有計劃犯
案，且犯罪行為歷時多年，因此重判
她即時監禁18個月。她其後上訴獲

減刑。

黃毓民撐參選 報稱民主黨
馮競文今年報名參加區議會紅磡灣

選舉，獲激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
民支持，與工黨的趙仕信打對台。民
主黨隨即發出譴責聲明，指她在沒有
得到該黨批准下參選，違反了該黨的
既有程序，而該黨中委會亦於10月
15日通過暫停其黨籍。馮競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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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他們
已向選舉管理委員會投訴。
最後，馮競文在選舉中僅得162

票，趙仕信則以1,740票落敗。

特區政府昨日公佈，因應公眾最近對選民登記事宜的關
注，特區政府展開了對現行選民登記制度和相關安排

的檢討，並於本年9月底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特別
會議上，就檢討的方向初步徵詢立法會議員的意見。特區
政府擬訂了一系列建議措施，邀請公眾發表意見。
有關建議的選民登記制度優化措施，涉及五個方面。有
關選民登記及查核安排方面，建議措施有：一、把更改登
記資料的法定限期提前，至早於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
記名單發表，與新登記的法定限期看齊；二、改以平郵方
式發出所有查訊信件及通知書；三、進一步完善查核安
排，加強與其他政府部門核對地址資料。
在選民登記罪行的刑罰方面，文件建議提高有關選民登
記作出虛假聲明罪行的刑罰，由現時最高罰款5,000元及監
禁6個月，提高至最高罰款10,000元及監禁兩年，以加強
阻嚇作用。

提反對者須出庭舉證
有關檢討反對機制方面，建議措施有：一、在法例訂明

提出反對的人士的舉證責任，而除非其提出的證據獲審裁
官信納，否則載於臨時選民登記冊上遭反對選民的登記須
判定為有效；二、在法例訂明要求提出反對的人士必須出
席由審裁官進行的聆訊；三、選舉事務處在網頁上載反對
個案的資訊，包括聆訊日期及時間、反對者及被反對選民
的姓名；四、把不具爭議的反對個案改為毋須由審裁官作
出聆訊，而是由選舉事務處尋求審裁官書面批准更正選民
資料。
有關處理反對個案的時限方面，文件建議研究應否延長
審裁官進行聆訊的時限，包括預留更多時間讓選舉事務處
及審裁官處理反對個案、進行聆訊和覆檢。

包括新登記更改資料
有關住址證明方面，文件又建議在申請人提交新登記
或更改登記資料申請時，要求申請人須同時提供住址證
明，以協助核實選民的身份。另外，特區政府亦會考慮
在選民登記表格的設計上，要求選民填寫一些有用資料
（例如在申請更改住址時填寫之前的登記住址）以協助
核實之用。
市民可於明年1月8日或之前，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
式，就上述建議遞交意見，特區政府會仔細考慮收集的意
見，以制定優化選民登記制度的措施。文件可於各區民政
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索取，或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頁下
載（網址：www.cmab.gov.hk）。

葉國謙憂損登記意慾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反對有關提供住址證明的建
議，並表明有關建議會大幅降低選民登記意慾，且過去已
在立法會「討論過N咁多次，大家都唔同意」，「有乜可
能啲選民會自動拎埋住址證明、寄埋去做登記？」不過，
他贊成提出反對選民登記的人須出庭應訊，及有舉證責
任。
今年區選前曾提出多宗反對選民登記，被批評擾民的民
主黨副主席尹兆堅稱，他原則上不反對提高作出反對的門
檻，但要求反對者有責任舉證是「矯枉過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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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除
了不同反對派黨派外，民主黨也提前
掀起了「立法會爭位戰」：由於「乳
鴿」在今年區議會選舉取得的成績勝
過「老鴿」。一直在港島區部署「上
位」之路的「南區幫」，挾着區議會
的成績，立即向該黨「大佬」逼宮，
稱若要「真正體現新舊交替」，明年
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民主黨應該由南
區民主黨區議員柴文瀚，領軍代表民
主黨出選港島區直選。
今年區議會選舉，多名「老鴿」成

績欠佳，其中「超級區議員」何俊仁
落馬，無緣再參加明年的「超選」；
副主席尹兆堅也敗陣，其帶領的葵青
區參選團隊也「傷亡慘重」；資深區
議員陳樹英、徐生雄等也「在劫難
逃」，反而「乳鴿」在議席上有不少
「進賬」。

稱「體現民主黨新舊交替」
在南區利東當選的民主黨區議

員、該黨中常委區諾軒昨日在接受
電台訪問時稱，今年區議會選舉只
是黨內「新舊交替」的開始，明年
立法會改選時派出年輕黨員參選，
才能「真正體現新舊交替」。他更
點名「南區幫」的核心人物柴文

瀚，更吹捧柴是最適合出戰港島區
的人選。
目前，民主黨循港島區晉身立法會

議員的為單仲偕，當年排在名單第二
位的是「老餅」楊森，柴文瀚則排第
三。區諾軒這段話，既象徵明年要將
單仲偕「踢出局」，又意味另一名
「南區幫」核心、副主席羅健熙或一
如外界所料，有意於明年角逐「超級
區議員」議席。

林卓廷：黨領導層需回應
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空降」到

北區石湖墟的民主黨總幹事林卓
廷，昨日在同日節目上則稱，部分
選民願意選擇沒有任何地區政績的
新人，反映出選民對特區政府的不
滿，及對社會現況沒有目標，加上
建制派部分候選人過於輕敵，才令
他突襲成功。
他續稱，市民希望政壇有更多年輕

人的聲音，民主黨亦已準備展開「新
舊交替」的工作，未來在派出更多年
輕黨員參選的同時，也會花更多精力
開拓年輕選民的票源。倘有龐大民意
支持有更多年輕人代表民主黨參加明
年立法會選舉，相信該黨領導層「需
要回應」。

白鴿「清算」踢走馮競文

■馮競文
在今屆區
選挑戰趙
仕 信 失
敗。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庭佳）公民黨前
黨員湯家驊辭職引發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傳統反對
派將該席位視為公民黨的「私產」，「青年新政」在
今年區選被傳統反對派吹捧，被讚到「飄飄然」後決
定「爭埋一份」，更提出通過「初選」的方式，決定
反對派出戰的人選。巧合的是，「青政」召集人梁頌
恆即晚已被人「大起底」，稱他曾參加內地學習團，
與中聯辦「關係密切」。民主黨中委會委員區諾軒昨
日則公開「發炮」，促「青政」清楚「交代」參加補
選的理由。
新界東補選將於明年2月進行，報名程序仍未展

開，反對派陣營內部已「刀光劍影」，廝殺之聲不
絕。在區議會選舉中贏得一席的「青年新政」，前日
高調提出有意參加新界補選。即晚，有電視台播出梁
的「黑材料」，稱他曾支持郭位做香港城市大學校
長，又引述城大「老鬼」稱，梁當年「與中聯辦青年
工作部處長張學理頗熟，與中聯辦有頗多的交往」。
有關報道更「畫公仔畫出腸」地稱，公民黨在區
選期間收到「青政」要求新東補選先作「初選」，
「令公民黨內不少人感到驚訝」，更稱「青年新政」
與民主黨在3區硬撼，「兩個加起來票數都較民建聯
高，但因為分薄票源而落敗。」

「乳鴿」軟硬兼施迫交代
區諾軒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也配合地稱，希望
梁頌恆能夠清楚解釋其「紅色」背景，及他過去所做
的一切與現在的行為是否有關係，又指新界東補選只
得一個席位，且湯家驊的議席「公認」有「承傳」的
意味，公民黨的楊岳橋亦已「舉手」角逐，不明白

「青年新政」有什麼動機，何以會「不理全局」。民
主黨總幹事林卓廷則施「軟功」，稱並非年輕人才有
能力取年輕人的票，最重要是候選人及背後的政黨，
而公民黨就「獲得市民的支持」。

網民指威脅傳統反對派
該台昨日播出梁頌恆的訪問，他稱那個年代在學

生會做事，沒有可能不認識該中聯辦官員，又說與該
官員只見過3次面，認為「染紅」指控嚴重，「如果
見完他就代表『染紅』，我相信在那個年代，除了港
大學生會外，其他學生會也會是大家叫做『染紅』的
一部分。」在「青政」的facebook專頁，他則發帖大
嘆「爭D（啲）唞啖氣都染紅」。有網民留言稱，
「青政」威脅到傳統反對派，「所以非變成壞人不
可」，而凡與傳統反對派「爭飯食」者，都會被打成
「染紅」。

梁批「協調機制」真篩選
梁頌恆其後在接受網上媒體訪問時質疑，若是有

人「放料」，為何不在選舉前公開打擊其選情，因此
他無法揣測「放料」者的動機為何。他又表明，反對
派之間的所謂「協調機制」，無異於「閂埋房門決定
候選人」，在客觀上是篩選，有違民主原則，故提出
「初選」的構思，將決定權交給選民，又透露「青
政」正安排就此與公民黨下月初會面。
「青年新政」唯一當選人鄺葆賢，昨日也否認

「青年新政」「染紅」，而被問到是否知道梁頌恆
曾經是城大學生會會長，她說知道梁是前學聯成
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
水渾多人趁機摸魚？在「青年新
政」稱有意參加今年立法會新東
補選後，曾經大搞所謂「光復」
行動、暴力對待內地訪港旅客的
「本土民主前線」，昨日也聲稱
有意參選，但就稱資金是他們
「最大的障礙」，或會發起公眾
募捐云。
曾經一度聲言會參加今年區議

會選舉的「本土民主前線」，其
後「褪軚」無人參選。在「青年
新政」有人當選並稱會參加明年
初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後，該組
織就稱他們「正研究派員參
加」。該組織聲言，他們本計劃
於下月中才公佈，但近日社會熱
烈討論有關問題，故提早透露意
向。
該組織有成員聲稱，若有「傘

兵」或其他「本土組織」有意參
選，大家可以再溝通商討，但就
不會與公民黨等政黨協調或進行
「初選」，也不會與曾批評「光
復」行動的新東「地頭蟲」——
「新民主同盟」聯絡。他們又聲
稱，參加新東補選的最大障礙是
「資金」，故他們計劃向公眾
「籌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參與今年區選的「港獨」激
進分子中出羊子，因涉嫌捲入一
宗提供銀行戶口協助洗黑錢逾
200萬元的罪行，前日在沙田區
住所被警方上門拘捕，經扣查後
昨日已獲准保釋候查，將於12月
1日向警方報到。
中出羊子原名鍾銘麟，是被稱為「港獨國師」的嶺
南大學助理教授陳雲的弟子，綽號「昭明公主」。案
發於今年1月16日，一間經營電子零件生意的內地公
司報案，指公司較早前收到懷疑偽冒電郵，要求匯款
至兩個本地銀行戶口。該公司遂按照指示匯款共約217
萬港元至該兩個戶口，其後懷疑受騙並報案。
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調查後，本月4日在上水拘捕
一名47歲姓林男子，懷疑他是其中一個涉案銀行戶口
的持有人，他涉嫌「洗黑錢」被捕，已獲准保釋候
查，須於下月上旬向警方報到。
前日上午，警方在沙田廣林苑一單位內，再拘捕23

歲的中出羊子，調查顯示他是另一涉案戶口的持有
人，他同涉「洗黑錢」被捕。消息稱，中出羊子所持
的銀行戶口涉及當中的150萬元，而林姓男子的戶口
則涉及餘下款項。

涉洗黑錢150萬
中出羊子准保釋

■中出羊子前日被警
方拘捕。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昨發表《優化選民登記制度諮詢
文件》，就選民登記事宜展開一個多月諮
詢。圖為沙田區選投票站。 資料圖片

諮詢文件10項建議
登記及查核

1.把更改登記資料的法定限期提前至早
於臨時選民登記冊發表
2.改以平郵方式發出所有查訊信件及通
知書
3.加強與其他政府部門核對地址資料
刑罰

4.提高至最高罰款1萬元及監禁兩年
檢討反對機制

5.提出反對者有舉證責任
6.提出反對者必須出席聆訊
7.選舉事務處在網頁上載反對個案的資
訊
8.將不具爭議的反對個案改由選舉事務
處尋求審裁官書面批准更正選民資料
處理反對個案的時限

9.研究應否延長審裁官進行聆訊的時限
住址證明

10.申請人提交新登記或更改登記資料
申請須同時提供住址證明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