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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警力防投票日「堵」亂
傳增派2000人候命 一哥：評風險保票站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

瑜）多名「港獨」分子被

選舉主任裁定立法會選舉

提名無效，不可參與競逐

是次立法會換屆選舉。本

報早前率先報道一眾「獨

粉」計劃堵塞票站、在票

站拉布，以圖「大家都冇

得選」，引起香港社會廣

泛關注，有指警方將增派

2,000警力在當日候命。警

務處處長盧偉聰昨日強

調，警方已對立法會選舉

投票日作評估，並預留了

充足警力，保障全港 500

多個票站的安全，並會就

此搜集情報，進行風險評

估，了解是否有人想干擾

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
「東九龍社區關注組」九龍東候選人陳
澤滔後，再有反對派的宣傳單張因提及
「港獨」字眼而被房署禁止派入信箱。
立法會九龍西候選人、社民連主席吳文
遠的選舉宣傳單張，因提及「自決」立
場及「港獨」字眼，被房署禁止派入信
箱。
約十名社民連成員昨日到房委會總部

大門外抗議，聲言譴責房署作「政治審
查」，破壞選舉公平。社民連聲稱，啟
晴邨屋邨辦事處在周二突然來電，指需
要撤回單張批核，原因是單張中提及
「自決」立場和「港獨」字眼，其他屋
邨也撤回其入邨申請。
本報翻閱吳文遠的宣傳單張發現，吳

文遠聲言認同「自決」權須包括「港
獨」選項，主張「修憲」來重訂「中港
關係」，實現「真實自治」。他又在單
張內聲言，認同香港人有「獨立於中國
大陸」的「自決」權利，更有「全民制
憲」的實際需要。

「長毛」死撐：只列出其他人立場
「長毛」梁國雄聲稱，該單張並沒有

主張「港獨」，只是列出其他候選人立
場，稱「有人主張『港獨』」。若然因
單張出現「港獨」二字就要遭房屋署禁

止派發，民建聯的選舉單張提及反「港獨」，
也有「港獨」二字，質疑是否也要被禁。
吳文遠則稱，目前距離投票日只有十多天，

他仍有三四萬份單張被房署拖延而未能寄出，
引述房署稱至今仍要等待選管會意見，未回覆
有關單張能否派入轄下公屋信箱。
他們向房署代表遞交請願信後，曾爬上房署

標誌貼上其宣傳單張抗議，房署保安試圖阻
止，多名警員則到場監視。最終吳文遠示威
後，與成員和平散去。
根據公營房屋政策，直接派遞入住戶信箱及

放置於護衛員櫃位供住戶取閱的宣傳品（如小
冊子 / 傳單 / 工作報告）不可含有違法、不
雅、誹謗及牟利性質的訊息。

吳
文
遠
單
張
含「
獨
」
房
署
禁
入
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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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早前率先披露一眾「獨粉」計劃癱瘓票站的陰
謀。發起者為報復「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

冇得選，鼓動選民去票站拉布，更稱在投票格內逗留多久
都不犯法，着大家要慢慢「考慮清楚」、「詳細了解」參
選人政綱、在投票格內祈禱念經等，「『萬一』印錯左
（咗），可以重新攞個（過）張表格再諗過。」

有人謀阻長者投票「自燃」燒票箱
帖文一出，即產生了煽動作用，不少激進網民加入討

論，除了提出各式各樣在票站拉布的手段、聲言要針對長
者阻止他們投票外，更有人認為可以做得更激，例如在票
站不停印錯選票要求更換，令票站選票短缺。其中，網民
「Tsang Yeung Ching Martin」更聲言︰「不如請教吓化
學專家，一張選票落到票箱，會唔會有咩化學作用呀？自
燃呀乜乜乜。」
警方當時在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他們會密切留意情

況，如有違法的行為，定必跟進調查。警方又表示，會與
選舉事務處保持聯絡，提供協助，以確保與選舉相關的活
動能順利及有秩序地進行。
近日，有消息指警方將增派警員在當日候命，以防有人

發起暴亂。據報，警方當日會在現有編制上，加上5大總
區應變大隊、逾2,000名來自精英部隊的額外警員候命，
並會於下周舉行保安演習。年初發生的旺角暴亂顯示，示
威行動可以短時間內組成，故警方也希望可以在短時間內
調動警力到指定地點去應付狀況。若以每個票站有4名警
員駐守，預計整個選舉將最少動用到5,000警力。

按風險高低派駐警員巡邏
盧偉聰昨日下午到屯門區出席撲滅罪

行委員會時，回應了是次立法會選舉投
票日的警力安排問題。他表示，警方已
對當日進行評估，強調已預留充足警
力，保障全港約570個票站的安全，
「務求沒有事故發生」。同時，警方也
會就事件搜集情報，以了解會否有人想
干擾選舉，並進行風險評估，「例如持不同政見的人，同一
區雙方的支持者有可能會出現鬧事情況，我們都有留意，並
根據情況分析風險，再按風險高低派駐警員巡邏。」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

例》，任何人在某選民在選票上記錄投票選擇時干擾該選
民、干擾或企圖干擾任何投票箱、未發出的選票、未用的
選票、損壞的選票、重複的選票、經填劃的選票等即屬犯
罪，罪成可處第二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十七條

（b）、（d），任何人意圖欺騙而將他獲合法授權放進投
票箱的選票以外的任何紙張放進投票箱；或無合法權限而
銷毀、污損、取去或以其他方式干擾正在或曾在選舉中使
用的選票；或無合法權限而銷毀、移走、開啟或以其他方
式干擾正在選舉中使用的投票箱，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
行為，如循簡易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萬元
及監禁3年；如循公訴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罰款50
萬元及監禁7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選舉
臨近，激進反對派和激進「本土派」為爭奪相
近的票源，矛盾也愈演愈烈，前晚更發生「互
片」導致警員受傷事件。有線電視周二晚舉行
九龍西選舉論壇，立法會九龍西候選人黃毓民
及一直狙擊他的「香港本土力量」主席何志光
的支持者在場外口角。「熱血公民」頭目黃洋
達在網上召集人馬到場「聲援」，結果釀成衝
突。有指「熱血」港島候選人鄭錦滿無故號召
支持者衝擊警方防線，導致有警員受傷送院。
警方譴責破壞法紀及暴力行為，並強調一定會
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處理。
據「熱血公民」的喉舌《熱血時報》報稱，
當時有十數名由社民連前主席陶君行創辦的
「花生台」中人，及「人民力量」和社民連支
持者「騷擾」黃毓民，「熱血公民」頭目黃洋
達即號召支持者到場「聲援」。
網媒《香港獨立媒體網》則報道稱，在選舉

論壇期間，三十多名「熱血公民」成員及二十
名「掃黃（毓民）」者和「花生台」成員在門
外聚集，雙方一度發生衝突。「掃黃」者在場
地門外貼上寫有「暴力教主，我講吓咋」及
「越住越富貴，毋忘義德道（黃毓民租住的豪
宅所在）」等標語。「熱血公民」成員其後一
度推撞對方，有警察嘗試分隔。其後，有二十
名警察增援，前社民連陶君行及其他「花生
台」中人往後退。

鄭錦滿涉嫌推撞警員
據報，鄭錦滿到場「聲援」時，一名警員懷

疑被人推撞倒地，在場人者隨即起哄，警員隨
後使用胡椒噴霧控制場面。何志光支持者
「Dante Ma」事後在YouTube上傳一段名為
《熱血公民就係黑社會》的短片。片中可見，
雙方在有線電視門外對罵，警方試圖制止衝
突。他在fb稱，「作為素人過素人嘅我，今晚
有幸目睹熱血公民呢班黑社會嘅醜惡。我再次
奉勸我的朋友親戚，一票都不能投畀佢地
（哋），佢地（哋）係徹頭徹尾嘅黑社會黎
（嚟），難怪社運多桀（舛）。」
何志光事後則在其fb發貼文稱，「我有一個

支持者揸車來到有線論壇門外。論壇完結時，
他的車被過百名黄毓民教徒包圍，這些教眾惡
意破壞了他的車。」
黃洋達事後則在fb聲稱，「今時今日，仲有
人會走唻（嚟）話『熱血公民』係爛仔，話我
地（哋）好似幫會咁⋯⋯真係令小弟好生驚訝
⋯⋯你唔係而（）家先知下（吓）嘛？」
「勇武派禍港實錄」群組成員「Ka Yiu Chan」
就評論黃洋達言論指，「蝗上（黃洋達）認熱
狗（熱狗）係爛仔。」

受衝擊3警傷 警譴責暴行
警方表示，周二晚在九龍城聯合道一個公眾

活動期間，有部分人衝擊警方及一輛私家車，
令三名警務人員受傷，案件列作「襲警及警員
執行職務期間受傷」及「刑事毀壞」處理。
警方譴責有關破壞法紀及暴力行為，重申絕不

容忍任何暴力事件，不論違法者有任何背景，警
方一定會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處理。

「熱狗」晒馬撐「教主」惡鬥「花生」友疑襲警

■「掃黃」者在論壇舉行場地門外，
張貼揶揄黃毓民的標語。

香港獨立媒體網照片

■何志光指有支持者的私家
車被刑毀。 fb圖片

■「人力」和社民連支持者及「花生」友與「熱狗」成員發生爭
執，驚動警員到場。 fb圖片

■盧偉聰
資料圖片

本報今日報道，多間中學成立「本土關注組」一
事，幾乎沒有真正的學生參與，絕大部分屬於校外
勢力插手，校方對此也全不知情。這種狀況，進一
步顯示激進分離勢力不擇手段推動「港獨」，他們
冒學生名義成立所謂「關注組」，打着讓學生「獨
立思考」的名義，企圖在校園中公然播「獨」，擺
學校上枱，陷學校於不義。要保護好莘莘學子，不
能光靠學校和老師孤軍奮戰，政府有關部門應順應
廣大教師和家長以及多個教育專業團體的呼聲，盡
快推出明確制止「港獨」在學校傳播的指引，讓校
方和教師有章可循，按照指引理直氣壯地抵制「港
獨」思潮對校園的入侵。

有宣揚「港獨」的組織在社交媒體聲稱，已經有
17間中學的學生成立了「本土關注組」，他們將在開
學之後，在同學當中廣泛討論「港獨」問題。據本
報向這些學校詢問和調查了解，發現多間學校對本
校已成立「關注組」全不知情，實屬「被成立」。其
中多數「關注組」更不是由該校的在校學生成立，
明顯是校園之外的激進分離勢力，以及某些與該校
並沒有什麼關係的外人，盜用該校學生或校友名義
成立。這種手法非常卑劣，不僅有盜用學生名義之
嫌，更陷有關學校於不義，令該校校譽受損害。事
實證明，「港獨」入侵校園，是一些「港獨」組織
在外部插手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校方對學校「被成立」「港
獨」組織感到相當無奈，更有校長私下表示有左右為
難之感。因為，一方面，許多家長擔憂校園被「港
獨」思潮侵襲，學生被教壞，許多教師感到正常的教
學秩序被干擾，紛紛要求校方採取有效措施阻

「獨」；但另方面，也有如教協等所謂的教育專業團
體，打着「言論自由、教學自主」的名義，要求為
「港獨」入侵校園大開方便之門。在這種情形下，特
區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確實應該更加主動，在相信校
長、學校和老師有專業能力處理學生討論「港獨」事
宜的同時，更要針對外力入侵的緊迫情況，制定更清
晰具體的操作指引，劃出紅線，提出措施，讓學校能
夠更加有理、有據、有效地阻「獨」消「獨」。

誠然，現行《教育條例》、《香港教育專業守則》
及《學校行政手冊》等已經為此提供了法理基礎。如
《教育條例》第98條「損害性質的活動」中指出：
「任何類別的授課、教育、娛樂、康樂或活動，如是
常任秘書長認為在任何方面對學生福利或一般教育有
所損害者，均不得准許在任何校舍內或在任何學校或
課室活動中進行。」及「常任秘書長可就任何學校傳
播政治性資料或表達政治性意見方面，向該校的管理
當局給予書面指示或其他指引，以確保該等資料或意
見並無偏頗。」可見，教育局可根據《教育條例》有
關條文，向全港學校發出公函，指出「港獨」行動進
入校園違反基本法及《教育條例》，為校方和教師遏
止「港獨」入侵校園、保護莘莘學子提供明確清晰的
行動指引。這樣，校方和教師執行起來就能夠更加理
直氣壯和有章可循，避免陷入左右為難或因處置標準
不一而產生不良後果。

總之，校園阻「獨」消「獨」急不容緩，學校和
教師責任重大，政府有關部門需要作更大擔當，唯
此才能形成對「港獨」思潮的強大壓力，迫使其不
能荼毒香港下一代，讓學校成為莘莘學子健康成長
的樂園。

外力入侵校園播「獨」 護學子需政府出手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昨日在東京出席第八

次中日韓外長會。中日韓是世界經濟發展
的重心之一，三方合則俱利、鬥則俱傷，只
有排除干擾，凝聚共識、和睦共處，才有
利於三方的共同利益，亦有利地區的和平
發展。關鍵是日本和韓國需要好好檢討，
深刻反省近期對華政策的錯誤，釋出善意
誠意與中國真誠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本次中日韓外長會議適逢9月初的二十國
集團杭州峰會前夕，對促成中日首腦在峰
會期間會面，為9月上旬的東亞合作領導人
系列會議作鋪墊，意義重大。三國外長能
夠坐在一起，本身就是對推動東亞合作釋
放積極信號，亦顯示中方顧全區域合作大
局，積極推動中日韓合作走上健康穩定、
可持續發展道路的誠意。

中日韓三國本是近鄰，亦是地區大國，三
國經濟總量佔亞洲的70%，有許多共同利益。
三方合作啟動17年來，在多個領域取得成
果，為地區和平與繁榮作出積極貢獻。面對
目前世界經濟低迷，國際貿易增速下滑，貿
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形勢，三國本應擔負起促
進東亞經濟發展、引領東亞區域合作、維護
地區和平穩定的責任，攜手合作、相向而行。

但是，中日韓三國關係近來備受考驗。
日本右翼化傾向變本加厲，在歷史、領土
問題上越走越右，安倍政府處心積慮為修
改和平憲法、重行軍國主義鋪路；同時，
在南海問題上說三道四、拉攏東南亞個別

國 家 圍 堵 中 國 ， 炒 作 渲 染 「 中 國 威 脅
論」，更利用釣魚島問題擴軍備戰，大幅
增加軍費，威脅地區安全。原本相對和睦
的中韓關係，最近也因韓國不顧中國的強
烈反對，執意部署「薩德」反導系統，令
雙邊關係陷入低潮。日韓對華不友好的動
作，不符合地區利益，對三國絕非好事，
日韓兩國受到的損失可能更大。為避免情
況進一步惡化，日韓需深刻檢討處理對華
關係的失誤，改弦更張，重回正軌。

中日韓關係由以往的良性互動、緊密合
作，轉為近年的政冷經熱，甚至全面轉
冷，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是背後最
大的肇因。美國為了加緊圍堵中國，遏制
中國崛起，千方百計挑撥中日、中韓關
係，利用領土、歷史、朝核等問題加劇日
韓與中國的矛盾，令日韓疏遠中國，甚至
充當美國圍堵中國的「棋子」。

中日韓要維護東亞和平、共享繁榮，首先
應放下分歧，排除干擾。王毅強調三國要處
理好敏感問題，共同克服困難，並希望中日
雙方盡早落實海空緊急聯絡機制，避免釣魚
島問題令彼此長期對立。中國為東亞和平合
作主動釋出善意，日韓政府也應從地區和自
己的長遠利益出發，擺脫外力控制，本着

「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與中國相向
而行，不斷增強政治互信，開展務實合作，
促進人民交往，為東亞合作注入新動力。

（相關新聞刊A10版）

加強東亞互利合作 日韓需檢討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