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今年的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將於12

月11日舉行。選舉管理委

員會主席馮驊昨日發佈最

新一版的選舉活動指引。

針對有人以「港獨」為名

參選，他指出，立法會條

例第四十條列明，提名者

要簽署參選人聲明，而聲

明包括要擁護香港基本法

及效忠香港特區政府，倘

有人違反規定，就可能要

負上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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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選舉候選人須遵從：
立法會條例第四十條（部分）

（1）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任何人不
得獲有效提名為某選區或選舉界別選舉
的候選人─

（a）該人已以或已由他人代其以根據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541章)訂立
並正有效的規例所訂明的方式，向有關
選舉主任繳存按金；及

（b）提名表格載有或附有─

（i）一項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
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

（iii）一項由該人作出的採用承諾形式的
誓言，表明他如獲選則不會在其任期內
作出任何引致他有以下情況的事情─

（C）被裁定犯叛逆罪；……

相關罰則

候選人如明知及故意地在提名表格的重
要事項內申報虛假資料，則屬觸犯《刑
事罪行條例》，可被判罰款及最高監禁2
年。

根據《立法會選舉程序規例》的規定，
任何人明知或罔顧後果地在要項上作出
虛假或不正確的陳述，或明知而在與選
舉有關的文件中遺漏任何要項，均屬違
法，可被判罰款及監禁6個月，並將會喪
失資格而不得在：

（a）由被裁定有罪起計5年內獲提名為
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或
村代表選舉的候選人；或當選為行政長
官或立法會或區議會的議員或村代表

（b）由被裁定有罪起計3年內獲提名為
選舉委員會選舉的候選人，或獲提名或
當選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立法會選舉程
序規例》第103條……

資料來源：立法會條例 製表：記者 鄭治祖

打「港獨」旗號參選或負刑責
選管會：須簽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政府

港島區現任立法會議員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王維基具一定的知名度，口才了得、能言善
辯，但未在政壇上經過真正歷練，加上不知道
他如何走「中間路線」及詳細政綱，故難以評
估他出選會否影響新民黨的選情。近期，有許
多經常侮辱女性的人（王維基在亞洲電視任職
期間，質疑亞洲小姐「假大胸」而被批評）都
聲稱要參加立法會選舉，這也不失為一件好
事，讓女選民會看得清這些候選人的真面目。

民建聯議員鍾樹根：
倘王維基參選港島區，將對中產及專業界的票
源，無論是建制及反對派的選票，都會有一定
影響。
今屆港島區立法會議席數目將減少1席，故倘
再有王維基這樣具挑戰性的參選人，可令選情
更為熱鬧，更有助推動香港民主化發展。

民主黨議員單仲偕：
王維基腦筋靈活，一旦參選，相信會為選舉工
程帶來很多新招數來吸引選民支持。這將對民
主黨候選人造成很大衝擊，就算換了我參選，
都沒有把握一定贏到他。

工黨議員何秀蘭：
王維基肯放下身段參加立法會地區直選是一件
好事，可讓商界了解民生疾苦。
很多（反對派）參選人都反對（特首）梁振英

連任，看不到王維基有任何突出之處。事實
上，他在民生社會政綱，甚至言論自由方面政
綱均一片空白，新聞編採獨立、言論自由等沒
有明顯的立場，我相信選民都希望了解更多。

有意參與港島區直選黨派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
個人支持王維基參選立法會，但自由黨會否支
持則需要開會討論。
由於王維基並無任何政績，暫時難以評估對方
會搶走什麼票源，但以王過往的行事作風，相
信對建制派的影響不大。

公民黨前議員陳淑莊：
歡迎有質素的人為香港的將來參選立法會，又
期望今年9月能有「君子之爭」，又相信自己
一直服務香港，市民都有眼見。

「熱血公民」成員鄭錦滿：
王維基表明自己並非「本土派」，和自己的票
源不相同，參選港島不會為自己帶來大影響，
而王維基參選似乎只有一個重點，就是不希望
梁振英連任，但參選立法會無法解決這個問
題，故建議他參選明年的特首選舉。

「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
王維基過去形象討好，相信王參選可以讓選民
有多一個選擇。

製表：記者 鄭治祖

政界潑冷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下星期赴港視察三天，出席「一帶一路」論壇，及由
行政長官梁振英舉行的晚宴等。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證
實，張德江委員長在晚宴前40分鐘，即6時20分會分別與
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及10名立法會各黨派代表見面。據
了解，是次會面以較輕鬆的酒會形式進行，議員有機會直
接與張德江傾談。

酒會形式利輕鬆傾談
據悉，獲邀的議員包括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工聯會議員陳婉嫻、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自由黨主席鍾國
斌、代表其他無黨派議員的廖長江，和4名反對派議員，包括民主
黨主席劉慧卿、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工黨議員何秀蘭和衛生服務界
議員李國麟。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民建聯
議員葉國謙則會參與委員長與全體行會非官守成員的會面。
消息人士形容，這次是晚宴前的小範圍會面，是歷來首次。會面

沒有任何前設，特首在引領張德江委員長進場後就會離開，讓議員
與委員長輕鬆地傾談。領導人希望以這種方式，與行政會議成員和
立法會議員加強溝通。

李慧琼：顯中央誠意

李慧琼表示，雖然會面時間較短，但反映了中央願意與
香港不同人士接觸，「雖然並非一次會面就能處理香港這
麼多複雜的問題，但委員長邀請會面，大家可透過今次會
面進一步互相理解，對日後建立持續溝通安排有幫助。」
劉慧卿稱，在諮詢黨內的意見後，她決定出席今次會

面，但不會參與晚宴，「我們希望有機會直接與北京（中
央）負責香港的官員對話，告訴他們香港人的憂慮和期
待。當初邀請我們參加晚宴，根本無機會交談，民主黨覺
得無意思，決定不出席。但下午再收到特區政府的邀請，
有機會不是吃飯，而是大家交談，雖然時間較短，但都應

該把握這個機會。」
梁家傑就扭擰稱，該黨會先諮詢黨員意見，經商討後再決定。目

前，黨內對出席與不出席有不同意見，需要詳細考慮，「當然（會
面）時間可以更充分，但如果你說今次不需用望遠鏡，可以一對一、
言之有物，我相信都應該認真考慮。公民黨會盡快決定，和定出一套
方向，需要向張德江表達什麼訊息。」
李國麟指，倘只有十多人在場，可以較深入地與張德江委員長傾

談，他願意扮演表達意見的角色，又初步計劃向對方反映特區管治問
題，及目前香港社會的形勢等。
何秀蘭聲言，工黨希望能夠有正式的「工作會議」，由於是次會面

時間短，故她不會出席。

張德江晚宴前將會見行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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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陳庭佳）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下周來港視察，邀立法會議員
出席18日晚歡迎晚宴。民主黨昨日
下午稱全體議員不會出席。「民主
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昨日批評反對
派議員欠缺胸襟器量，只為個人喜
好榮辱所動。
民主黨、公民黨、工黨及「人民
力量」等反對派議員均稱不會出席
晚宴，湯家驊表示失望。他相信晚
宴具象徵意義，「如果少少半步可
緩和氣氛，為修補雙方關係走前半
步，我不會令廣大市民失望。萬事
總有起頭，又何必過於介懷？」
他指出，從政者應要有胸襟器

量，不為個人喜好榮辱所動，但反
對派議員太看重自己、太孩子氣，
「身為反對派，我不會期望，更不
會要求坐得比官員及建制派人士更
接近領導人。又不是看演唱會，坐

在哪裡有何分別？」

申報資料做法平常
對反對派議員聲言，當晚晚宴安

排是「侮辱」民選議員，他表明不
認同，指這是過去領導人訪港的一
貫安排，「根據我秘書所講，今次
安排與過往不少領導人之宴請無大
分別，其實每一次都要填類似的表
格。如廣大市民期望『泛民』與中
央修好，我不會為了保安手續安排
而影響我的去留。」
另外，新華社宣佈張德江委員長

是次來港是視察而非訪問，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在接受另一電台
訪問時表示，這與近年中央政府對
待香港的鋪排改變同出一脈，有可
能想突出「一國兩制」中「一國」
的地位，也有可能是表示對香港的
關心，想了解香港最新狀況，外界
毋須反應過敏。

馮驊在記者會上表示，該版本的選舉活動指引與去
年9月發佈的區議會選舉指引及今年3月的立法會

選舉指引看齊，有很多類似的修改，但就更新了選舉委
員會界別分組的組成人士基礎，有關安排待相關法例修
訂生效後實行。
被問及有人或以「港獨」為參選政綱，馮驊指出，候
選人能否提名要由選舉主任依照法例決定，選管會不便
評論，但立法會條例已對此有所規定，而倘候選人違反
誓言，可以被控發假誓。

不容意圖違法宣傳字句
在新東補選期間，「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的
宣傳單張就因涉嫌含有違法字眼，選舉事務處拒絕為其
寄出選舉單張。馮驊表示，案件正在審理，他不便評
論，但就如何界定宣傳單張的字眼是否合法，要視乎上
文下理，故無法制定一個名單。但他強調，哪怕在字句
上有所規避，但真正意圖有違法律，都不能豁免。

有關在互聯網發佈選舉廣告須遵從的法例規定，馮驊
表示，早前就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諮詢公眾時已收
到不少意見。他說，選管會檢討了指引內相關部分的內
容後，認為有需要澄清選舉廣告的定義。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二條，選舉廣告的法定定
義十分廣泛，涵蓋任何意圖為促使或阻礙一名或多名候
選人在選舉中當選而以任何形式公開發佈的物料和信
息。

「第三者」網上拉票違例
馮驊強調，這個法例定義一直存在，並無經過修訂。
因此，所有為促使某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其他候選人當選
而透過互聯網公開發佈的信息，都符合選舉廣告的法定
定義。但若市民純粹為了發表個人意見而在互聯網分享
或轉發候選人的競選宣傳，而沒有促使或阻礙任何候選
人當選的意圖，則不會被理解為發佈選舉廣告。
馮驊又澄清，根據香港選舉法，候選人有選舉經費上

限，為確保候選人不能經他人名義出資而超出經費上
限，法例規定非授權選舉開支代理人不能發選舉廣告，
故若非候選人本人或指定選舉代理人，而由他人為候選
人支付選舉開支，無論是否候選人「指使」，都會干犯
此法例。
馮驊表示，選管會由即日起至6月9日就界別分組選

舉活動建議指引開展為期30日的公眾諮詢，歡迎市民
在限期內提出任何意見。市民可以於選舉事務處或各區
的民政事務處索取，亦可於http://www.reo.gov.hk下載
瀏覽。

24日晚辦諮詢會徵民意
選管會將於5月24日晚上7時30分至9時在九龍深水

埗南昌街石硤尾邨石硤尾社區會堂舉行公眾諮詢大會。
歡迎市民通過不同形式提出意見，選管會考慮諮詢期內
收到的所有意見，並作出適當修訂。正式指引將在選舉
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提名期開始前盡快公佈。

■李慧琼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電視
（HKTV）創辦人兼主席王維基（魔童）昨日公開
稱，正考慮循港島區參與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換屆
選舉，更公佈其「三個字」參選政綱──「換特
首」。他稱，自己支持「香港自決」，但相信大部分
港人都不支持「港獨」，故他「現階段」不支持，但
反對「不容許討論」。不同黨派反應各異。有人大潑
冷水，指對方靠「單一議題」只是「借機抽水」，更
有人批評王維基曾侮辱女姓，希望選民在投票前認清
對方的真面目。
王維基昨日下午舉行記者會，稱自己考慮參選的
觸發點是今年初發生的旺角暴亂，令他看到「社會分
裂」。他稱，自己已申請放棄加拿大國籍，而考慮到
港島區中產比較多，平均教育水平較高，自覺比較容
易與選民溝通，故他會考慮循該區出選，又聲稱自己
可以爭奪建制派的選票。
儘管他稱最遲會於6月底決定，但就向部分傳媒透
露已有超過10個義工替他籌備選舉工程，他現時每
天放工後就熟讀房屋、教育等政策，想向選民證明他
的誠意。而HKTV會繼續營運，但如有幸當選及在

有需要時，他或會放棄其他業務。

料分薄傳統反對派票源
各黨派立法會議員對王維基參選有不同意見，但

普遍質疑其缺乏政治歷練，「得把口叻」，而所謂
「爭奪建制派選票」只是一廂情願，反而公民黨、民
主黨等傳統反對派受其影響更大。

「魔童」擬選立會 反「獨」撐「自決」

以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王維基昨
日突然宣佈「考慮」有意參選，有傳媒
就「回帶」他在今年1月接受訪問時，
直認在「深思熟慮」後，認為立法會沒

有作為，最後打消參選念頭。他當時稱，「我相信我
多過一半機會選到，但選來做什麼呢？入去做到什麼

呢？我覺得冇乜意思囉。問題係改變唔到（現制度）！」
王維基當時在《iMoney Focus》雜誌的訪問中又聲

言，沒有人有能力可領導現今的香港︰「我見唔到一
個人有咁嘅能力、號召力、有咁嘅魅力，去改變香港
現在的時勢，我睇唔到香港有任何一個人有咁嘅能
力。」 ■記者 鄭治祖

曾踩「立會無能」不會選
�� ��

■王維基昨日突然宣佈「考慮」有意參選。 梁祖彝 攝

■選舉管理
委員會昨日
舉 行 記 者
會，公佈選
舉委員會界
別分組選舉
活動建議指
引的公眾諮
詢詳情。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