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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昨日拒絕緊急開庭處理是否接受社民
連主席吳文遠，以及報名參選立法會新界東的
「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就選管會要求參選人
簽署確認書而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立法會提名
明天就會截止，下月初將會正式公佈符合資格的
候選人名單。如果一直鼓吹「港獨」的梁天琦等
人不願意簽署確認書並明確而真誠地表示放棄
「港獨」立場的話，按照相關法例，他們就很有
可能因不符合法律規定而喪失參選資格。何去何
從，這些人需要作出抉擇。

日前，梁天琦以及社民連主席吳文遠等人，分
別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頒令撤
銷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今屆立法會參選人簽署確
認書的決定。他們還以時間緊迫為由，要求法庭
緊急開庭處理。但是，高等法院法官區慶祥昨指
出，選管會已表示參選人有權選擇不提交確認
書，亦表示在決定確認提名時，並非只考慮確認
書。因此，法官不認為案件有迫切性，決定按法
庭的正常程序審理，暫時未定出具體的開審日
期。換言之，法庭還需要時間來排期，才能開庭
審理是否接納這個司法覆核，梁天琦等人想要法
庭在短期內決定及進行審理並得出結果，顯然不
可能如願。

按照立法會選舉的程序安排，提名期到明天為
止，選管會將在下月初正式公佈獲得正式提名的
候選人名單。擺在梁天琦等人面前只有兩條路：
一是按照選管會規定的提名程序，真誠地簽署提
名表格內的聲明，表明會擁護香港基本法和保證
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時，還要真正放棄過去
一貫的「港獨」立場，不再鼓吹和推動「港
獨」，更不能利用立法會選舉的舞台來鼓吹「港

獨」。如果說一套做一套，大搞兩面派手法，玩
弄語言偽術，企圖蒙混過關，騙取提名後再去鼓
吹「港獨」，那就將負上相應的刑事責任，即使
僥倖當選，也逃脫不了法律的制裁；二是繼續頑
固堅持其「港獨」和反對基本法的立場，拒絕簽
署確認書，拒不回應選舉主任依法提出的問題。
這樣，就很有可能因違反法律規定而喪失參選資
格。

據報道，梁天琦正在考慮是否簽署確認書，聲
稱若選舉主任否決其提名，就會提出選舉呈請云
云。顯然，梁天琦等人還抱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
想。正如許多法律界權威人士所指出的那樣，香
港是法治社會，立法會是特區建制架構的重要組
成部分，法律對所有參選議員的人都有一些基本
條件和程序上的限制和約束。立法會選舉是莊嚴
神聖的政治活動，必須依法辦事和具有基本的政
治倫理要求。 選管會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的
做法有充分的法理依據，更關乎維護「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權威的原則問題，是體現參選人憲
制責任、政治倫理的基本要求。

眾所周知，要參選立法會，就必須擁護基本法
和「一國兩制」，這是最起碼的政治倫理和法律
底線，在「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特區，如果立
法會被「港獨」分子混入其中，甚至大行其道，
「一國兩制」就很有可能出現「變形」及「走
樣」。因此，如果要參選立法會，就必須在這些
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作出符合法律原則和政治倫理
的選擇。個別人企圖以法律手段來挑戰這些底
線，不可能成功，任何蒙混過關的幻想都不能得
逞。

（相關新聞刊A2版）

主張「港獨」的參選者別想蒙混過關
警方昨日公佈上半年的罪案情況，整體罪案

有 29,542 宗，較去年同期下跌 13.2%，數字是
自 1979 年以來的 37 年新低，總體治安情況良
好。但是在整體罪案下跌的同時，警方上半年
處理了 5,602 宗公眾活動，包括 631 宗遊行及
4,971宗集會，數字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73%。
自違法「佔中」、旺角暴亂以來，本港涉及政
治的暴力違法行為不斷上升，擾亂公眾秩序，
衝擊本港法治，全社會均應對此風氣齊聲譴
責。特別是9月立法會選舉臨近，部分主張、
鼓吹「港獨」分子若拒簽確認書而被拒參選立
法會，不排除其支持者會受到煽動而採取暴力
行動。警方作為社會治安的維護者，必須對此
作充分準備，果斷制止蓄意衝擊搗亂、甚至針
對政府官員的違法行為，以維護本港的法治和
社會安寧。

雖然警方公佈的數字並沒有專門就「政治暴
力」行為作出分類統計，但眾所周知的是，現
在一些極端組織所煽動的示威遊行和衝擊活動
越來越趨向暴力化，特別是被警方形容為「最
暴力和最野蠻的」旺角暴亂以來，違法抗爭屢
見不鮮，一些搗亂行動，由肢體衝撞轉變成故
意衝擊政府官員、衝擊警方，圍堵大學會議
室、暴力禁錮出席人員、堵塞交通要道等，更
有組織自製爆炸品圖謀進行恐怖活動。這些都
已經超越正常表達意見的界限，嚴重衝擊了社
會正常秩序。這些行動很多屬有組織有預謀，
警方也留意到有活動舉辦者，事前很短時間才
通知警方，毫不諱言以挑釁警察為目的，都令
警方應對時倍添困難。警方確實需要居安思
危，加強情報收集，及時了解動態，確保有足

夠防禦準備及應變能力，有效處置各種突發情
況。

香港警方一向以相當容忍態度和溫和手段來
處理示威人士的過激行為，希望有關人士能夠
冷靜下來，以和平理性和合法的方式表達訴
求。遺憾的是，近年一些政治激進分子為達政
治目的不擇手段，不斷煽動支持者採取暴力行
為進行政治抗爭。這些違法行為正在不斷傷害
香港，嚴重破壞香港的公共秩序，嚴重危害香
港的公共安全。社會經過反思已經意識到，如
果執法部門不讓政治暴力行為付出足夠高的代
價，將後患無窮。

自今年農曆年初一晚發生旺角暴亂後，警方
已經因應事件成立委員會檢討應對措施，部分
行動裝備、訓練和支援工作都作出了研究和改
善，包括添置護目鏡、防護手套及頭盔等裝
備，亦會考慮調配戰術教官到現場，幫助現場
指揮官，處理類似的大型行動。從今年七一回
歸周年晚上，警方應對示威者企圖衝擊中聯辦
的措施來看，其應對手法的確有了很大改善，
成功化解了示威者的暴力衝擊圖謀。

香港的主流價值是守法、理性、平和，港人
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一直奉行和平表達意見
的方式，並不接受任何激烈的暴力行動。無論
其出發點為何，以暴力攻擊及罔顧他人安全的
方式表達訴求的行為，都不會被法治社會所接
納，應該受到嚴正的法律制裁。香港社會各界
應該對政治暴力行為予以最強烈譴責，大力支
持警方嚴正執法，有效處理違法暴力活動，確
保社會安寧。

（相關新聞刊A11版）

防範政治暴力 維護社會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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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萬務是否都有定時？已宣
佈參選立法會的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昨日發文引述這段聖經語句
來提問，並從目前美國選舉的紛
亂，引伸至香港的現況，期望大

家可以相信民建聯可為香港創出路，在
經過拆毀、撕裂、爭戰、恨惡後，建
造、縫補、和好繼而發展出一個大家都
喜愛的香港。

發帖引聖經傳道書金句

李慧琼昨日在其面書專頁發帖，先引
一段節錄自《聖經》《傳道書》的語
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
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撕裂有時，
縫補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
有時，和好有時。」
她想起此段聖經語句的由來，皆因

有一篇報道指，正在費城舉行的美國
民主黨全國大會，已取得總統提名資
格的希拉里，被其前對手桑德斯的支
持者噓足全場，即使桑德斯一再呼籲

支持者支持希拉里、以大局為重，也
沒有作用。對於美國民主黨能否做到
「放下對立，走出困局」，李慧琼表
示會拭目以待。
從美國選舉的狀態，令她也不禁有感

而發，反問香港又能否在「經歷了拆
毀、撕裂、爭戰甚至恨惡之後，建造、
縫補、和好繼而發展出我們一同喜愛的
香港？」她最後表明：「請相信我們，
民建聯，為香港，創出路！」可見她對
此仍充滿信心。 ■記者 文森

民記為港創出路 李慧琼信「有定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俗稱「超級區議會」界別的立法會

區議會（第二）界別，需要面向全港市民，參選人必須走遍全港來

爭取選民的支持。選舉工程雖然艱辛，又怎會難倒已報名參加此界

別選舉、一向勤奮努力及精力充沛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她這兩天

便先後造訪九龍西的油麻地及港島區的石澳、大浪灣，爭取市民支

持。

提名

九東「迫爆」播片 柯創盛促解難
民建聯於今屆立法
會選舉派出柯創盛接
替現任立法會議員陳
鑑林，角逐九龍東直
選議席。柯創盛昨日
於 Youtube 上載《傳
承·創新》系列二—
九東迫爆的短片。影
片全長約1分鐘，講述

九龍東交通擠迫、醫院迫爆、欠缺康樂設施
等情況，促請港府盡快解決有關問題，讓區
內居民有更舒適的生活環境。
影片開首以圖像形式表達九龍塞車、人車
爭路、港鐵站迫爆情況。柯創盛在短片中
說：「大家一日用幾多時間排隊？排隊等

車、睇醫生、甚至排隊上樓。」他進一步解
釋， 九龍東人口逾100萬，「迫爆」問題急
需解決，故其團隊提出六大建議，包括：要
求政府擴建擠迫的港鐵站、重組醫療聯網，
擴建聯合醫院、落實重建聖母醫院，爭取興
建九龍東的體育館及球場、興建九龍東鐵路
支線及單軌列車，長遠解決塞車問題。
已報名參選九龍東的名單還有：工聯會黃

國健、獨立的謝偉俊、民主黨胡志偉、公民
黨譚文豪、工黨胡穗珊、「東九龍社區關注
組」陳澤滔、「前綫」譚香
文、「人民力量」譚得志、
「熱血公民」黃洋達、「愛港
之聲」高達斌、報稱沒有政治
聯繫的呂永基。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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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怨行先？「熱狗」鬧「鬼」陳國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熱狗」
向激進「本土派」的陳國強開火？一邊
罵傳統反對派是「evil parties」、一邊又
抱怨對方不讓黨內的區議員提名他出選
「超區」的陳國強，昨日開始在街頭收集
簽名圖向各區議員施壓。「熱狗」李政熙
近日在facebook貼文，質疑對方「一次又
一次去測試每一個人嘅智慧同底線」，

「你真係當所有人都傻嘅咩！」（見圖）
陳國強早前公開批評與他「稱兄道

弟」的「新退黨同盟」區議員麥潤培，
原先承諾會提名他參加「超選」，其後
卻提名支持街工的梁耀忠，麥則指自己
俾票早前申明有大前提，更批評陳國強
講大話，引起了網上一片罵戰。「青年
新政」的黃俊傑就聲言，要暫停自己的
選舉工程去協助對方。有意參選的激進
「本土」梁金成，更「陪」陳與上水鄉
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等「尋求幫忙」。

李政熙籲選民「放長雙眼」
李政熙近日突然貼文中炮打陳國強，

稱「乜嘢係人，乜嘢係鬼，唔該你地

（哋）班人醒少少睇清楚先，……陳生
係乜嘢人，點解可以令一個泛民主派嘅
新生組織放棄成個選舉工程去幫佢，甚
至乎可以同鄉事派傾條件（起碼佢有本
事畀得起條件）問佢攞提名，你地
（哋）放長雙眼睇清楚先啦！」
他續稱：「陳生，你乜嘢葫蘆賣乜嘢

中藥我一早知，但係你一次又一次去測
試每一個人嘅智慧同底線，你真係當所
有人都傻嘅咩！」
雖然未知「熱狗」突然對陳國強有意

見，是否對方與將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中
和「熱狗」搶票的黃俊傑以至梁金成
「過從甚密」有關，但對普羅市民而
言，最重要的是大家將繼續有花生食。

李慧琼昨日在其面書專頁連發多帖，講述她
這兩天的行程，有與民建聯團隊其他隊友

的互動，也有自己的心情發文，亦有最新資訊的
公佈，內容豐富有趣、多姿多彩，吸引了不少網
民的注視，like（讚好）的數量更有上升趨勢。

直播訪大浪灣 變身網上主持
在其中一帖，包括了多幅她前日到訪油麻地的
照片及一條短片。她在帖文說，當日一早即聯同
油尖旺區議員楊子熙，來到歷史悠久的油麻地開
街站，到排檔、酒樓和街坊們打招呼，亦到訪有
過百年歷史的果欄，及屬文物古蹟的天后廟。在
過程中，她細細品味了油麻地的傳統文化，亦希
望大家都能珍惜自己社區的獨有情懷。
昨日傍晚，李慧琼換一個方式，利用兩次直播
與大家分享她和已報名參加港島西直選的民建聯
張國鈞及其他團隊成員到訪大浪灣和石澳的情
況。她在鏡頭前問大家，「來到大浪灣和石澳，
除了游泳、曬太陽、吃東西，仲可以做乜？」最
後答案當然一如所料，就是「來到這裡拉票
喇！」

讚石澳有人情味 允跟進赤柱交通
她指出，黃昏的石澳沒有那麼多人，很舒服和
寫意，別有一番滋味，而且此地更是充滿人情
味。她希望大家有時間，可以一家大細多來大浪
灣、石澳及赤柱走走，亦祝願當地人流暢旺、安
居樂業，更承諾會跟進赤柱的交通問題。
李慧琼繼續大力支持在其他地區作戰的隊友，

其中一帖就有她與已報名參選九龍西直選的蔣麗
芸（Ann姐）的合照，指Ann姐連日來與競選團
隊馬不停蹄落區與市民見面和溝通，又引述了本
報《伯伯泣訴港亂象 麗芸用心聽》的報道，顯
示Ann姐與市民真情溝通的情況，最後更加上押
韻的口號：「蔣麗芸加李慧琼、服務市民以真
誠。」別出心裁，令人印象深刻。

兩大平台報告最新動向
與市民溝通是議員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李慧琼

昨日發佈一條新消息，指其手機應用程式已在兩
大手機平台可供下載，她歡迎大家隨時登入，關
注她的最新動向。
已報名參選區議會（第二）界別者還有：民建

聯周浩鼎，工聯會王國興，公民黨陳琬琛，「街
工」梁耀忠，民主黨涂謹申、鄺俊宇，「新民主
同盟」關永業及民協何啟明。
參加港島區直選者還有：工聯會郭偉强，民建聯

張國鈞，新民黨葉劉淑儀，「民主思路」黃梓謙，公
民黨陳淑莊，民主黨許智峯，「香港眾志」羅冠聰，
「熱血公民」鄭錦滿，「人民力量」劉嘉鴻，工黨何
秀蘭，沒有報稱政治聯繫的沈志超、王維基、司馬文
及詹培忠。
已報名參選九龍西的名單還有：經民聯梁美芬，

「新思維」狄志遠，民主黨黃碧雲、公民黨毛孟
靜，民協譚國僑，「青年新政」游蕙禎，「小麗民
主教室」劉小麗，沒有報稱政治聯繫的李泳漢、關
新偉，「本土力量」何志光，「維園衝鋒」朱韶洪
及「普羅政治學苑」黃毓民。

■柯創盛
Youtube影片截圖

■李慧琼的手機
應用程式已可供
下載，她歡迎大
家關注其最新動
向。 fb圖片

■李慧琼與
團隊到訪油
麻地，在酒
樓與街坊打
招呼。

fb圖片

■李慧琼（左三）與團隊到訪油麻地天后廟。 fb圖片

慧琼走遍港九 出App加強溝通
朝訪果欄黃昏入石澳 細味油麻地盼惜社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