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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促撤涉「黑金」候選人資格
請願籲選管會把好關 保議會重新暢順運作

香港島候選名單：

張國鈞、郭偉強、葉劉淑儀、黃梓謙、劉嘉鴻、何秀蘭、
詹培忠、羅冠聰、沈志超、王維基、徐子見、司馬文、
許智峯、陳淑莊、鄭錦滿。
九龍西候選名單：

蔣麗芸、梁美芬、狄志遠、黃碧雲、毛孟靜、譚國僑、
黃毓民、吳文遠、劉小麗、朱韶洪、何志光、李泳漢、
林依麗、關新偉、游蕙禎
九龍東候選名單：

柯創盛、黃國健、胡志偉、陳澤滔、胡穗珊、譚香文、
譚文豪、謝偉俊、呂永基、譚得志、黃洋達、高達斌
新界東候選名單：

陳克勤、葛珮帆、鄧家彪、容海恩、李梓敬、林卓廷、
鄭家富、方國珊、張超雄、范國威、侯志強、楊岳橋、
梁國雄、陳志全、麥嘉、李偲嫣、廖添誠、陳云根、
陳玉娥、黃琛喻、梁金成、梁頌恆
新界西候選名單：

梁志祥、陳恒鑌、麥美娟、田北辰、何君堯、周永勤、
尹兆堅、李卓人、郭家麒、馮檢基、黃潤達、黃浩銘、
鄭松泰、黃俊傑、高志輝、朱凱廸、呂智恆、鄺官穩、
湯詠芝、張慧晶
區議會（第二）候選名單：

李慧琼、周浩鼎、王國興、涂謹申、鄺俊宇、關永業、
梁耀忠、何啟明、陳琬琛

激進反對派和激進「本土派」之間
互相攻擊，說到底也是為了選票。社
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近
日在其facebook上載了名為《23歲，
你在哪裏？》的帖子，大晒「社運

CV」，指自己當時因抗爭而被捕入獄。大批激進「本土
派」支持者引用「長毛」「食人血饅頭」論，又指好漢不
談當年勇，現在「長毛」已經腐化，應當讓位予年輕人。
毛粉就反擊，揶揄激進「本土派」口講勇武，有事就自己
第一個走先。
「長毛」在該fb帖文中上載了自己23歲時因示威而被
捕入獄的照片。他聲稱：「社運民運成為長毛一生事業，
也令他5度身繫囹圄。……在新社會裏，長毛繼續吶喊，
當然一樣招致鐵窗鎮壓。……做了議員，長毛仍不畏牢
房，無懼判刑會喪失議員資格。長毛推動五區議員辭職、
變相『公投』，以促成普選；政府推遞補機制，杜絕重演
『公投』；長毛衝擊遞補機制的諮詢；政府以『刑毀』等
罪名起訴，2014年把長毛投獄28天。」

「皇后」發帖揶揄
「熱血公民首領」「狗達」（黃洋達）之妻「皇后」
（陳秀慧）就發帖揶揄：「老蕭（蕭若元）之前問人32
歲有乜成就。長毛衣（）家問人23歲做緊乜……喂阿
哥，老蕭問完就執笠退休喇～」大批激進「本土派」支

持者留言揶揄。「Tracey Chan」道：「仲好意思回帶講
當年？睇到以前嘅自己你唔覺得面紅㗎？」「Esther
Yeung」說，「最近都冇嘢做到，要追溯到23歲。」
「Joel Lau 」則以《此地無銀三百両》為題發帖稱：

「三十多年來五次身陷囹圄，但全部加埋都坐唔夠四個
月，佢咁都夠大膽大鑼大鼓講出黎（嚟）獻世。唉，其實
這些戰績只是反映出他有多麽的『惜（錫）身』和幼
稚，……但今天的演出成本經已太大，所以他不敢參與，
只好不時批評及抹黑那些真抗爭者。」「Ray Lau」更
稱：「食幾十年前既（嘅）血饅頭。要唔要面！」
不少毛粉在留言中還擊。「George Oldwell」稱：「長
毛是身體力行自己站在抗爭最前線，而梁天琦則是高喊革
命的口頭勇武，叫人去衝而自己隱藏起來再攞光環，本民
前一衆靠食人血饅頭而出位，長毛不是。」「Mak
Jolene」也稱：「梁天琦除了在港獨上喊口號，掟磚，有
沒有為弱勢發過聲？還做過乜？ 天琦只在政治上游走，
而且係順勢而行，長毛係好多方面，佢係逆流而行，質素
不同，豈（怎）作比較。」
「Riddle Wong」也揶揄道：「本民前領頭人講完寧為

玉碎，不為瓦全之後消失，而長毛自己𠄘 受咩就帶支持者
做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唔衝憑咩講寧為玉
碎？」
看來，為了選票，他們有排拗了。

■記者 羅旦

嘲長毛憶當年勇「本土」被批得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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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發照片揶揄。

■「長毛」梁國雄上載名為《23
歲，你在哪裏？》的帖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約30名
市民昨晨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位
於九龍何文田的住所外，強烈抗議及
譴責黎智英涉嫌向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輸送黑金」，又批評壹傳媒經常發
佈誇張失實、偏幫反對派的報道。
反壹傳媒黎智英之聲不絕。雖然昨日

天氣炎熱，但無阻抗議人士的決心。一
行人去到黎智英寓所門外，高舉寫有
「黑金肥黎 賣國禍港」、「支持特區
政府 依法徵處漢奸」、「賣國 賤泛
民」、「毒媒 壹傳媒」、「漢奸 肥
佬黎」等示威標語。當時，數名警員一

直在旁觀察情況。

批《蘋果》盲撐反對派
行動召集人伍先生表示，他們不隸屬

任何組織，只因看不過黎智英所作所
為，自發組織行動。他批評壹傳媒旗下
《蘋果日報》枉為報紙，背棄新聞中立
原則，不少報道充滿立場色彩，「什麼
都是盲撐反對派！唔講是非曲直！」
他批評，類似報道偏頗，逐漸蠶食

年輕人心智，例如違法「佔領」時
期，「《蘋果》報道不斷鼓吹年輕人
出來（參加『佔領』）！」今次集會

者很多為人父母，大家不約而同對
《蘋果日報》近來鼓吹「港獨」的言
論報道感到擔憂。

質疑收「外國勢力」「黑金」
伍先生說：「我們都是血濃於水的

中國人，哪有不認祖歸宗的道理？」
年輕人心智未成熟，容易受外界影
響，因此傳媒應該兼負教育責任，提
供正確訊息予公眾，而不是作出針對
及挑撥內地與香港感情的報道。他質
疑道：「他是不是收到『外國勢力』
『黑金』，才會這樣做？」
為免騷擾附近居民安寧，示威者僅

拉起寫有「亂作新聞呃市民，賣國賣
港正瘟神」橫額，默站約一小時。

「關注組」約二十名成員昨日下午帶同印
有反對派議員肖像的旗幟及橫額，在

灣仔地鐵站外集合。他們高呼「香港是我家 不
要破壞她」、「黑金禍港 到處亂闖」、「踢走
禍港政棍」等口號，遊行到選管會，向選管會
代表遞交請願信。

批參與推動「佔」罪魁禍首
成員表示，本屆立法會候選人名單中「充斥
着大量其身不正、其心可誅的待罪之身，如李
卓人、梁家傑、毛孟靜、梁國雄、涂謹申、陳
淑莊等」。他們批評，這些人涉嫌收取黎智英
「黑金」，擾亂議會運作，有人更正等待廉署
進一步完成調查程序，又批評這些人也是參與
和推動違法「佔中」的「罪魁禍首」。

疑配合境外反華勢力阻施政
他們指出，過去一屆議會，「爛仔文化」、
「小丑文化」盛行，議事廳內雜物橫飛、歪理
連篇，為反而反，不斷拉布製造流會，使議會

無法運作，政府施政舉步維艱，而製造這些亂
象的，就是這些涉嫌收受「黑金」的議員，令
人聯想到這些議員一直以來的行為均是在「黑
金」驅使下配合境外反華勢力，力圖阻礙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令香港變成反華基地。
「關注組」強調，香港市民都希望安居樂

業，但反對派議員以「民主」為藉口，不斷推
動「去中國化」，分化香港和內地的關係，阻
礙香港經濟發展，導致近年經濟崩潰、法治淪
喪，始作俑者均是「黑金」議員。
成員又指，收受「黑金」有違選舉公平、

公義的政治角力。「反黑金關注組」作為民
間團體，深感有責任阻止「黑金政治」繼續
在香港周而復始地延續，從而維護香港七百
萬市民切身利益。
因此，「關注組」強烈要求選管會取消所

有涉嫌收受「黑金」的參選人資格，希望選
管會為香港市民把好關，不要讓「港獨」分
子和涉嫌收受「黑金」的人進入選舉程序。
選管會派代表接信後，眾人和平散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換屆選舉臨近，多名曾被揭在

違法「佔領」前後收受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政治捐款的反對派議員因

為未有向立法會申報，引發懷疑有人被「政治收買」的討論。涉嫌收

受「黑金」的政黨和候選人，今年都競逐以求連任。民間團體「反黑

金關注組」昨日到選舉管理委員會請願，要求當局取消所有涉嫌收受

「黑金」的候選人資格，讓議會重新暢順運作，改善經濟民生。

■「關注組」要求取消涉嫌收受「黑金」
候選人的資格。 彭子文 攝 ■約30名市民到黎智英住處抗議其屬下《蘋果日報》亂作新聞。 文森 攝

30市民抗議黑金黎「賣國禍港」

本港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稍勝預期，按年
實質增長 1.7%，比第一季度的 0.8%為
高。但面對外圍環境的重重挑戰，本港全
年經濟增長仍然不容樂觀。香港的經濟發
展，需要不斷鞏固優勢，更要以開拓創新
精神，推動經濟朝多元化、高增值方向發
展。更重要的是，要找準香港在國家發展
大局中的位置，把握「一帶一路」機遇，
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源源動力。

第二季經濟增長有所回暖，一方面是由
於貨物出口在經歷連續四個季度下跌後止
跌回升，按年實質增長2%；另一方面服
務輸出跌幅收窄至 4.6%，反映旅遊業和
貿易放緩造成的拖累減輕。事實上，7月
份訪港旅客數據止跌回升，內地旅客來港
旅遊的信心逐漸恢復。

不過，環球經濟充斥不明朗因素，包
括美國利率正常化的不確定性、歐日經
濟復甦脆弱不堪、一些地區政治局勢緊
張、英國脫歐的衝擊尚未完全浮現，這
些因素均值得密切關注。長和集團主席
李嘉誠日前也指出，英國脫歐未來兩三
年間將帶來不少負面影響，環球各行各
業將面對不同程度的艱難和挑戰。香港
作為細小及開放性的經濟體，容易受外
圍因素影響，目前經濟雖暫時回穩，實
不可掉以輕心。

本港經濟要重拾動力，需要固本培元，
更需要開拓創新。傳統的旅遊服務業可創
造大量就業職位，應該繼續倚重。自
2003 年內地開放自由行以來，訪港旅客

不斷上升，直至近年本港旅遊市場漸趨飽
和，加上少數人發動針對內地旅客的粗暴
行動，嚴重影響香港旅遊業聲譽和利益。
如今負面影響漸退，各界應努力重塑香港
熱情好客的形象，因應訪港旅客消費模式
的轉變，推出更具吸引力的服務，提升香
港旅遊競爭力。

單靠保持優勢不足以提振經濟，鼓勵創
新創業是重點所在，應着力推動經濟朝多
元化、高增值方向發展。近日一個席捲全
球的手機遊戲，讓港人體驗到創新科技的
威力，也看到無限商機。今年的財政預算
案公佈了多項推動創新的措施，包括預留
20 億港元成立創新科技基金。年輕人應
積極善用鼓勵政策，大膽創新創業，為香
港經濟找到更多新增長點。

香港經濟要再次騰飛，更應主動利用背
靠祖國的優勢，在國家經濟發展中扮演重
要角色，提升香港的功能和地位。特首梁
振英多次提及，「一帶一路」建設給香港
帶來空前機遇，這個機遇甚至比改革開放
還大；李嘉誠日前也強調，香港長遠將受
惠「一帶一路」發展帶來的機遇。香港有
良好的基礎，可打造成為「一帶一路」的
融資平台、物流平台和專業服務平台。國
家「十三五」規劃也明確提出，支持港澳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機遇擺在眼前，
關鍵還要靠港人開闊視野、同舟共濟，發
揚「獅子山下」的拚搏精神，實現香港和
國家發展互利雙贏。

（相關新聞刊B1版）

經濟回暖難樂觀 把握機遇拓新局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出席基本法青年高峰會，批

評「港獨」分子為謀求進入立法會，不惜使用欺詐手
段，強調政府一定要依法處理，以維護基本法的尊嚴
和確保基本法得以貫徹落實。選舉主任依法取消「港
獨」分子的參選資格，正是依法履行職責，為立法會
選舉把關，確保選舉合法、公開、公平、誠實。事實
上，這些「港獨」分子為了利用立法會的舞台來推動
「港獨」，以撒謊等不誠實的手段，企圖欺騙政府和
公眾輿論以蒙混過關，可謂是挖空心思，詭計用盡。
但是，在嚴格執行基本法及依法辦事的特區政府面
前，在香港主流民意的強大壓力下，這些陰謀詭計都
將一一破產。在未來的日子裡，香港社會要繼續用法
律和民意來遏止「港獨」思潮的滋長，也要採取有效
措施，防止「港獨」分子狗急跳牆，用暴力手段來搞
亂社會。

林鄭月娥昨天與香港青年交流，為正在接受培訓成
為「基本法大使」的中學生講解香港基本法。她強調
基本法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
的一部分，這些條文在整部基本法中起着核心和靈魂
的作用，每個參與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都必須明白和
認同這一點。林鄭月娥這些話指出了特區政府之所以
果斷採取法律行動，取消多位「港獨」分子參選資格
的關鍵原因，就是由於「港獨」分子宣揚要實現「港
獨」，把香港從國家中分離出去，嚴重違反了基本
法，破壞了國家的領土完整，動搖了香港作為國家一
個特別行政區所應有的法律地位，對香港的繁榮穩定
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一旦「港獨」分子把立法會選舉
這個平台，變成其公然煽動「港獨」，嚴重違憲違法
的舞台，就將令立法會選舉失去其莊嚴性及合法性。
因此，選舉事務處必須依法採取有效措施，以確認書
的方式來確保每一個參與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都明

確認同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等重要條文。這
些條文在基本法中都具有凌駕性的地位，所有參與立
法會選舉、有機會成為立法會議員的人士，都必須嚴
格遵守這些條文，否則，他就不具備議員的起碼條
件，甚至連入閘參選的資格都沒有。

對於這個旨在防止立法會選舉淪為「港獨」宣傳舞
台及防止「港獨」分子混入議會的措施，一些「港
獨」分子企圖以假認同、真反對的欺詐手段，欺騙政
府和公眾，極力要混入候選人行列，甚至要躋身立法
會，運用議員身份來推動「港獨」。梁天琦就是這樣
一個典型的投機分子，他一直是推動「港獨」的急先
鋒，更是今年初旺角暴動的策劃者和現場指揮者。日
前他在面對確認書時突然來個180度的大轉彎，聲稱
自己「擁護基本法」並予以簽署。但他在私下則表示
是忍受了「胯下之辱」。這難道是誠實的做法嗎？這
難道不就是明顯地用欺詐手段來企圖蒙混過關嗎？

目前，多個採用欺詐手段或明確不簽署確認書的
「港獨」分子，已經被依法排除在候選人之外，「港
獨」的囂張氣焰在一定程度上被遏制。但是，一些頑
固堅持「港獨」立場的人，還在用多種不同的方式，
明裡暗裡鼓吹「港獨」，甚至聲稱不排除用「革
命」、「暴力」的手段來推動「港獨」。總之，「港
獨」思潮一日不遏止，香港社會就一日難以安寧，香
港社會務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對「港獨」保持強大的
民意壓力。一方面，要睜大眼睛，看清楚「港獨」分
子的陰謀詭計，防止其用欺詐手段來掩蓋其「港獨」
真面目；另方面，要採取有效的防範措施，防止「港
獨」分子在選舉過程或結果公佈後，鋌而走險，採取
暴力手段破壞社會的正常秩序。特區政府更需要在法
律層面上，加強執法並依法全面而徹底地消除「港
獨」的基礎。 （相關新聞刊A2版）

阻止「港獨」欺詐過關 維護立會選舉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