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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黨屈廉署「鬆章」民記批抹黑
指林卓廷劉慧卿不擇手段 促選管會徹查保選舉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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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夏
蕙 BB」
也想參選
立法會？

言行出位的藝人黃夏蕙昨日在
facebook發帖提問會否有人提
名她出選港島區，又指如果自
己「去馬」，政綱將只講民
生，引來逾1,500個讚好。

年屆八旬的黃夏蕙發帖稱，
「原來要齊集100個選民提名
先可以參選立法會，假如我真
係參選，唔知有無人願意做我
提名人呢？」她又說自己的政
綱 「 無 特 別 ， 只 講 民 生 問
題」，「講咁多政綱，做唔到
就無謂啦，係唔係？」不過，
她一度誤指自己「空降灣仔
區」，經網民提醒後才更正為
港島區。

此帖一出，隨即引來近百個
留言，有人支持黃夏蕙「去
馬」，「100個（提名）對你
來講easy job（簡單任務）」，
也有人認為她應繼續在議會外
帶來歡樂。此外，她更上傳一
幅疑似參選相片(上圖)，有網
民指出相片經「大幅處理」，
她笑言「好衰（㗎），咁都畀
（俾）你發現」，又說「下次
影張低胸參選相仲索呀」。

已報名參選港島區的名單有
民建聯張國鈞、工聯會郭偉強、新民黨
葉劉淑儀、民主黨許智峯、「香港眾
志」羅冠聰及「熱血公民」鄭錦滿 。

■記者 陳庭佳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新界東直選民主黨參選人林卓廷、劉

慧卿昨日召開記者會，竟在無事實根據

下，指控廉政公署在處理一宗案件時

「優待」民建聯。民建聯批評此舉是對

廉署及民建聯的嚴重抹黑，對於民主黨

這種為達選舉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行為，

表示強烈譴責。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民

建聯新界西直選參選人陳恒鑌、郭芙蓉

昨日到選管會遞交投訴信，要求立刻徹

查，嚴肅跟進，以維持選舉的公平性。

他們並將去信廉政專員白韞六，期望廉

署不偏不倚，維護香港的廉潔和選舉公

正性，不受政治干預。

提名

「香港眾志（中箭）」自成立以來
不停走數，最近更開始走人，繼籌得
的款項不知所終之後，聲稱會參選的
成員竟然陸續「玩失蹤」。其中「攝
石人」黎汶洛早前宣佈棄選九龍東

後，就深潛到「影都無」，連聲稱會排在主席羅冠聰（羅
三七）後參選港島區的「中箭」常委舒琪，最近亦不見其
人。支持激進「本土派」的仇思達認為，舒琪有必要公開
交代去向，否則是「毫無承擔」、「不知所謂」。有網民
就繼續追討「中箭」不知所終的籌款，更在facebook開設
「追討眾志捐款，還我血汗金錢」活動，誓言要向「中
箭」追討賠償。

舒琪缺席造勢會被「通緝」
立法會選舉上周六開展提名期，羅三七當日沒有報名，

而是到灣仔一帶舉行造勢大會宣佈參選。除了該黨一眾
「智將」撐場之外，聲稱組黨但「影都無」的周永康及岑
敖暉都有到場，然而「攝石人」黎汶洛以及理應有份宣佈
參選的舒琪均不見蹤影。
仇思達在其fb分身無敵神駒登出「尋人啟事」，指「早
前宣佈『告別臉書』的『香港眾志』常委舒琪，以及棄選
九龍東的『香港眾志』副主席黎汶洛，同時失去蹤跡」，

又認為舒琪連宣佈參選都沒有出現，「未知會否增添變
數。」
他認為舒琪有必要公開交代去向，認為他「倘若棄

選」，就是繼「攝石人」之後，又一欺騙市民之徒，但如
不是棄選，「則是毫無承擔，連宣佈參選也缺席，不知所
謂。」此post一出即引來大批網民附和。「Lim Huang」
說：「未從政已經咁，比（畀）你地（哋）從政仲得了
有」「Joel Lo」則說：「頭又唔洗，試又唔考，FB又唔
上，side又唔take，選又唔選，淨係識籌期（旗）。」
與此同時，網上群組「學民苦主大聯盟」也在fb專頁
「尋人」，登出黎汶洛的黑白照片，指其最後發現地點是
香港，而失蹤原因則是因為走數，呼籲網民「如有資料請
向本頁（學民苦主大聯盟）或香港警方失蹤人口調查組聯
絡」。

質疑「學民」散水事件翻版
另外，「學民苦主大聯盟」繼續追討「中箭」不知所終

的籌款，更在fb開設「追討眾志捐款，還我血汗金錢」活
動，稱在7月24日下午6點開始，「各位請用最識（適）
合自己嘅方式去聯絡『香港眾志』。有單據證明捐款就要
求退款，無單據就要求將其餘資金向大眾交代。唔好真係
以為財過光棍手，一走無回頭。」

他們批評「中箭」收取巨額捐款後試圖逃脫一切當初的
承諾，違背善心者的意願，甚至企圖重現今年4月23日
「學民思潮」解散事件，稱「香港眾志」一干人等不能再
以為可以將善款據為己有，「我哋要追討賠償，最低限度
將所有籌款款額捐向慈善基金，以為減輕因『香港眾志』
而種下嘅孽債。」 ■記者 鄭治祖

民主黨新界東參選人、總幹事林卓廷聲稱，接獲
「可靠消息」，指廉署在調查葵涌大白田區議

會選區懷疑種票案時，手法不符正常程序，包括採取
行動前，未有按慣常程序申請法庭搜查令，以致廉署
人員無法即時搜證，以及即使發現與案件有關的懷疑
偽造文件，上級卻以未必「有料到」為由，拒絕申請
搜查令。
對此，李慧琼、陳恒鑌、郭芙蓉等民建聯成員昨午
帶同寫有「維護選舉公平 強烈譴責民主黨政治抹黑
要求立即徹查」的橫額到選管會抗議並遞交投訴信。

李慧琼：或採法律行動證清白
李慧琼批評，林卓廷、劉慧卿在無事實根據下，指
控廉署在處理一宗案件時「優待」民建聯，認為此乃
對廉署及民建聯嚴重抹黑，對民主黨這種不負責任的

行為，表示強烈譴責。
李慧琼強調，民建聯要求公平公正的選舉，認為沒

有事實根據的抹黑，是會影響選舉的公平性，也會對
參選人造成不公平，故要求所有參選人維護選舉公
平，停止所有毫無事實根據的政治抹黑。
她並促請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立即嚴正處理事

件，「因為選舉提名期已經開始，若然任由這些毫無
事實根據的事情不斷發生，不斷廣播的話，會對選舉
公平性造成影響。」民建聯將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以還自身一個清白。

陳恒鑌：假稱匿名圖誤導
陳恒鑌批評立法會選舉在即，林卓廷利用曾在廉署

工作的背景，發表難以核實的指控，企圖誤導公眾，
嚴重影響選舉公正，「林卓廷不止一次以匿名消息，

向公眾發佈所謂廉署內部運作或案件調查的情況。」
他認為，林卓廷、劉慧卿在毫無事實根據下，僅以

匿名消息對廉署作出嚴重的指控，已對廉署多年來建
立的肅貪倡廉信譽、公正保密形象造成難以收復的損
害，期望白韞六正視有關情況，並繼續不受政治干
預，不偏不倚維護香港廉潔及選舉公正。

郭芙蓉：嚴重影響廉署公信力
郭芙蓉則重申，民建聯從沒有做過任何違法行為，
對於民主黨的所謂指控感到憤怒，「民建聯參與選舉
多年，我們對於廉潔選舉的原則是一直都很堅持，對
於林卓廷三番四次利用曾在廉署工作的身份，去發佈
一些沒有辦法核實的指控，嚴重影響廉署公信力及中
立性，對於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我們是感到非常憤
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林卓廷指
廉政公署在處理一宗案件時「優待」民建聯，法
律界人士批評，林卓廷此舉違反廉署調查保密原
則，質疑他在此選舉敏感時刻召開記者會，只為
提高曝光率。

「莫須有」指控不恰當
林卓廷昨日召開記者會，聲稱接獲廉署「可靠

消息」，指廉署在調查葵涌大白田區議會選區懷
疑種票案的調查手法，至少兩處受嚴厲質疑，聲
言廉署有人「優待」及「放生」民建聯：第一廉
署採取行動前，未有按慣常程序申請法庭搜查
令，令廉署人員無法即時搜證；另有廉署人員在
執法行動期間，發現與案件有關的懷疑偽造文
件，報告上級要求即時申請搜查令以檢取文件作
為證據，但遭上級以案件未必「有料到」為由拒
絕。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律師錢志庸接受

本報查詢時表示，原則上廉署作任何搜證時需申
請法庭搜查令，但倘以此為由指控廉署有人「優
待」及「放生」民建聯則是不恰當，「廉署查案
時可能有一些特殊情況，例如太趕時間、或表面
證據不足，都可能不去拿（搜查令）。」
不過，他強調，廉署作任何調查時都應該保密

內容，批評曾任廉署調查主任的林卓廷竟突然
「爆料」，質疑他在此選舉敏感時刻只為提高曝
光率。
廉署回應指，不會評論個別個案及調查行動的

細節。署方指，在調查任何涉嫌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
行為）條例》的指控時，不論涉案人身份或背景，定必依
法及按照既定程序，公正獨立跟進，以確保選舉廉潔。
就林卓廷指控廉署人員拖延搜證，廉署回應指，重視調

查人員專業操守，任何涉及廉署人員的投訴，會按既定程
序由廉署的「內部調查及監察組」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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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昨
日陸續報名參選，不過多個鼓吹「港獨」、
「自決」的參選人，包括「香港民族黨」召
集人陳浩天、「青年新政」黃俊傑及游蕙
禎、「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均聲言不會簽
署要求擁護香港基本法的確認書，更揚言若
因不交確認書而被取消參選資格，就會提出
司法覆核。

以「香港獨立」作為「政綱」的「香港民
族黨」陳浩天昨日報名參選立法會新界西直
選，名單上只有他一人。他聲稱確認書不屬
提名表格一部分，故沒有簽署。更揚言，若
因此被取消參選資格，將提出請司法覆核。

或稱「視乎情況」有說「到時再議」
「青年新政」黃俊傑昨日也報名參加立法

會新界西直選，排在名單第二位的是「天水
圍民生關注平台」王百羽，而早前一度表示
有意出選港島區的「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
恆則排第三。黃俊傑同樣聲稱不會簽署確認
書，揚言特區政府若想「褫奪」他們的選舉
權要「後果自負」，自己也會提出司法覆
核。不過，他同時「戴頭盔」稱，若必須簽
署才可參選，會徵詢法律意見，「視乎情

況」決定是否簽署。
至於梁頌恆為何突然排在名單最後一位，

黃俊傑稱因梁頌恆是他們的「底牌」：「預
先已準備了（梁排在名單第三），想給大家
一個『驚喜』，因為我們想打亂『保皇黨』
的部署。」
另一「青年新政」成員游蕙禎昨日也報名

參加立法會九龍西直選，獲約300名市民提
名支持，名單上只有自己一人。雖然立法會
議員向來須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但游蕙禎
稱內容一致的確認書是「挑戰港人底線」，
加入確認書是「違反程序公義」。她稱自己

不會「妥協」簽署，若失去參選資格，會用
自己的方法去對付，「到時會再商議。」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也已報名再戰新界

東選區，爭取連任。張超雄稱，多年來一直
「揸住撐弱勢旗幟」，希望可以繼續在議會
為社會被遺忘的一群發聲。
已報名參選新界西的名單還有民建聯陳恒

鑌、獨立何君堯；九龍西有民協譚國僑、經
民聯梁美芬和「新思維」狄志遠；新界東有
民建聯葛珮帆、新民黨容海恩、民主黨林卓
廷、獨立方國珊、「本土民主前線」梁天
琦。

激進派口講拒簽 多「留定後路」

「中箭」走數又走人
苦主鬧潛水促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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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眾志（中
箭）」主席羅冠聰（羅三七），昨日正式報名參選2016年立
法會港島區直選，「羅三七」表明自己不會簽署選管會早前提
出的確認書，更呼籲杯葛這份「無法律基礎」的文件云云。
「羅三七」昨日聲稱手持約400個市民提名，在黨友「河
童」黃之鋒、「攝石人」黎汶洛、周庭等人陪同下，正式報
名參選。
他又揚言，不會簽署選管會早前提出的確認書，更呼籲杯
葛這一份「無法律基礎」的文件。他聲稱，若參選資格最終
遭取消，會積極考慮提出司法覆核。
黃之鋒早前在其fb上載一篇千字文，為參選港島區的「羅

三七」「抬轎」，聲稱「『雨傘運動』過後歸隱田園也是大
勢所趨」，但「羅三七」選擇於「學運」低潮，擔起學聯秘
書長的職務，「默默承受學界在『傘運』過後對學聯的口誅
筆伐。」
黃之鋒續指，「別人問他（羅三七）為何願意擔起學聯秘
書長責任，他總是沉實而平淡地說：『我覺得總要有人去做
依（呢）個位』。」又指「羅三七」「因不甘民主運動走進死胡
同」，所以投入立法會選舉，推動「民主自決」運動云云。
這番言論卻引起不少網民反感。其中仇思達更一連出兩個

post炮轟黃之鋒，他指黃之鋒「下巴輕輕」，所指的「『雨

傘運動』後歸隱田園是大勢所趨」是錯
誤的講法，「你知唔知好多青年朋友已
經退無死所？」他又指羅冠聰當時身為

學聯常委，有份參與決策，「推人去死，唔使負責？」

被踢爆僅37支持票得名
仇思達又指黃之鋒「公然捏造事實」，死撐強弩之末的羅

冠聰。他提醒大家，羅冠聰的謔稱「羅三七」，是源於他當
年「爭做」學聯秘書長，卻僅得到37票而來的，所以炮轟黃
之鋒指羅冠聰是「無人肯做，而佢出嚟『擔起』呢個位」，
完全係造假。
報名參選港島區直選的名單還有新民黨葉劉淑儀、民建聯張

國鈞、工聯會郭偉強、民主黨許智峯、「熱血公民」鄭錦滿。

千字文硬捧「羅三七」「河童」吹水惹反感

■「學民苦主大聯盟」在fb貼出黎汶洛的黑白照片「尋
人」。 facebook截圖

■仇思達在其fb分身無敵神駒登出「尋人啟事」，指「舒
琪、黎汶洛同時失蹤」。 facebook截圖

■李慧琼、陳恒鑌及郭芙蓉等昨到選管會，要求立刻徹查及嚴肅跟進事件。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