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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政黨促徹查周永勤退選
何君堯廉署警署舉報 冀查明真相揪出黑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自由黨立法會新界西候選人周永

勤前晚（25日）在選舉論壇突然

宣佈棄選，更暗示受到威脅被迫

退選，各黨派立法會議員均呼籲

對方報警，又促請執法部門徹查

事件，確保選舉的公平公正。被

捲入漩渦的新界西候選人何君堯

更先後到廉政公署及屯門警署舉

報疑似選舉舞弊。他指，如有立

法會候選人聲稱受到威脅，不同

單位有責任查明真相，維護香港

廉潔。他希望警方能深入調查，

揪出幕後黑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針對立法
會新界西候選人周永勤聲稱被人要脅被迫
「棄選」，選舉管理委員會昨日發表聲
明，強調香港一直有良好的選舉文化，選
管會絕不容忍選舉中出現任何欺詐、威嚇
或暴力的情況。任何人士倘遇到類似情
況，應立即向執法機關舉報。選管會如接
獲有關投訴會嚴正處理，並轉介執法機關
跟進。
選管會在聲明中指出，根據《選舉管理
委員會條例》，選管會須確保立法會選舉
是在公開、誠實及公平的情況下進行。香
港選舉條例有明確及嚴謹的條文規管選舉
中可能出現的不當行為。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任何藉賄賂、武力、脅迫手段或欺
騙手段影響他人的候選人資格的行為，均
屬舞弊行為。條例規定，任何人不得施用
或威脅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以誘使任何人
參選或不參選，或退出競選。舞弊行為一
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50萬元及監禁7
年。
選管會提醒，條例同時訂明，任何人不
得發佈任何關於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且
屬虛假達關鍵程度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度
的事實陳述，藉以促使或阻礙該候選人或
該些候選人當選。同樣，任何候選人均不
得發佈任何關於其本人或另一名候選人或
其他候選人且屬虛假達關鍵程度或具誤導
性達關鍵程度的事實陳述，藉以促使其本
人當選或阻礙另一名候選人或其他候選人
當選。有關行為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
款20萬元及監禁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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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動力」通
過贊助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立法會選舉滾
動民調，試圖以數據為各反對派政黨「配票」。繼
有線電視後，now新聞台昨日亦宣佈不會公佈民研
計劃有關的滾動民調結果。
now新聞台指出，由於「民動」曾經發起協調政

黨參選，港大民研加入「民主動力」作為滾動民調
的贊助人，令調查帶有政治色彩，中立性受質疑，
加上「雷動計劃」表示會將港大民研的滾動民調數
據，納入作為推動選民策略投票的工具，受訪者回
答問題時難免會有其他考慮，不再真心實意回應提
問，影響結果可信性。

與民研商合作 未悉政團介入
他們強調，在過往的選舉中，與港大民研合作進

行調查，只會與其他傳媒機構聯合贊助，從未試過
有政治團體加入。
2016年立法會選舉滾動民調，該台與港大民研商
討合作時，並不知悉會有其他贊助機構。
民研計劃昨日發表聲明，聲稱他們不會考慮贊
助機構的背景和立場，並對所有贊助機構一視同
仁。不過，他們會提醒「民動」曾經公開解釋贊
助是次滾動調查，純粹是為所有候選者提供參考
資料和原始數據。對於部分有份贊助的傳媒決定
不再公佈滾動調查的數字，他們表示「尊重」，
但就稱此舉「無助促進資訊流通和建構公民社
會」。

「雷動」死撐會報「民動」涉違選舉例
不過，所謂「雷動計劃」下的「雷動聲吶」，在

自己的Telegram Group中稱TVB、有線及now都
「唔敢公佈」的民調，他們「堅持」會報。
有關人等試圖通過贊助民意調查，作為為反對派
各政黨拉票的工具，或已涉及選舉開支的問題。根
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任何人如非
候選人亦非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人而在選舉中或
在與選舉有關連的情況下招致選舉開支，即屬在選
舉中作出非法行為；如任何候選人或其選舉開支代
理人所招致的選舉開支沒有載入該候選人的選舉申
報書中，則該候選人即屬在選舉中作出非法行為。
據悉，「民動」為有關的民調籌款60萬元，更在

網頁表明「主觀願望以便政黨調節競選策略，增加
各位（反對派政黨）贏取議席機會」，有可能令是
次調查的相關費用被視為各候選人的選舉開支，倘
有關人等未獲候選人授權，或已違反了選舉法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新界西候選
人自由黨周永勤棄選風波，關鍵人物之一，是流出
錄音中何君堯的男義工。有傳媒報道稱，該名男義
工為全港飲食大聯盟會長黃四川。黃在接受訪問時
承認錄音中的男子是他本人，又強調義工團原計劃
在前日的選舉論壇製作標語如「不能惡意抹黑」、
「公平公正選舉」等追擊周永勤，「百分百沒有威
脅對方！」

經理未同意 君堯不知情
《明報》昨日報道，該報收到周永勤傳來的兩段錄

音中，有一把男聲稱要「召集二三十人在會場追擊周

永勤」，而該把男聲是何君堯競選團隊成員黃四川。
黃四川向該報承認他就是錄音中的男聲，又解釋前日
舉行的選舉論壇，容許候選人的競選團隊製作道具諷
刺對手，故他與義工團商量製作標語，用來反擊周永
勤早前一直追擊何君堯，但最終選舉經理未同意，而
何君堯則對此不知情。
他指出，何君堯曾在選舉簡介會當日被人包圍及被
威脅家人安全，但何君堯未有做出「像你（周永勤）
這樣的動作」，「唔通（何君堯）又退選呀？」他批
評周永勤不能承受壓力，更指控他人迫他退選，所為
卑鄙，而其指控嚴重，「唔係講笑」，故支持大家到
廉政公署舉報，查出真相。

何君堯記者會語錄
■「（周永勤）講一半又唔講一半，令人充滿遐想。」

■「如覺得自身或身邊親友安全受危及，為何不
報警？反而通知其他黨派及傳媒？」

■「（周永勤）是在什麼情況下取得該段內部錄音？」

■「如（周永勤）真的感受到壓迫，為何還高調在直
播論壇宣佈退選，但不交代事件來龍去脈？」

■「其他政黨，尤其是（熱血公民）鄭松泰等，武
斷地未做調查即下定論是政治抹黑。」

■「他（周永勤）行為舉動有違君子作風，只是聽
到茶客所講就如此大反應。」

資料來源：何君堯 製表：記者 文森

義工：「追擊」指製標語諷刺對手

港大民調中立成疑 now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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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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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勤前晚突然在一選舉論壇上宣佈，「基於不想
身邊支持自己嘅人惹上更高層次的麻煩，或者付

上代價」，由昨晚開始停止爭取選民支持的競選工
程及不會再出席選舉論壇，又稱自己「個人力量唔
夠，辜負了大家」。周永勤並向多間傳媒機構提供了
兩段錄音，聲稱是有「市民」在屯門蝴蝶邨飲茶時
「偷聽」到鄰枱的說話。
在該段極為清晰的錄音中，一把男聲提到「召集二
三十人到會場追擊周永勤」，要令他「開論壇都冇心
機為止」，又稱在狙擊完畢後穿起「何律師」背心。
昨日，周未有再回應事件，更聲稱要離港。

慧琼浩鼎：指控嚴重須調查
立法會「超級區議會」民建聯候選人李慧琼及周浩

鼎昨日在一選舉論壇上均指，事態嚴重，呼籲對方報
警尋求協助，維護公平選舉。
周浩鼎指出，事件涉及刑事恐嚇，建議周永勤盡快
報警，又指自己身為律師，「如果他（周永勤）有任
何需要法律支援，我願意幫手。」
李慧琼則指，周永勤的指控非常嚴重，最重要是依
法辦事，呼籲對方立即報警：「守護所有人權利」，
又認為廉政公署「絕對需要調查」。

新民黨促徹查 維護選舉廉潔
身為新界西候選人新民黨田北辰，昨晨則到廉署報
案，要求徹查事件。他指，周永勤的指控極之嚴重，
令他感到非常震驚。對方稱有人以利益引誘、干預選
舉，更受到威脅被迫棄選，將影響香港一直以來的廉
潔選舉過程，促請廉署調查清楚。新界東候選人容海
恩在另一個選舉論壇也強調，相關部門需要徹查事
件，以維護廉潔選舉。
經民聯發表聲明，對周永勤宣佈棄選感到震驚。對
於有指控稱有黑惡勢力干預選舉，經民聯強烈要求政
府有關部門立即調查，絕不容許選舉受干預，同時堅
決反對有人以卑鄙手段政治抹黑，確保選舉公平公
正。

田北俊冀周盡快交代事件
周永勤所屬政黨自由黨，各黨高層包括榮譽主席田
北俊、周梁淑怡及劉健儀也到廉署報案，其後舉行記
者會，但主角周永勤沒有現身。
田北俊稱，自己曾與周永勤兩度通過電話，問及其
棄選壓力是否來自地區人士、候選人或社會人士，對
方僅多次表明「唔講得」及「唔想講」，但相信與何
君堯助選義工的錄音無關。
田北俊續說，他和周永勤在電話中曾討論會否報
警，但對方表明：「唔講得，報警即係要講，但唔講
得就係唔講得。」對方又稱會離港至下月5日，即立
法會選舉翌日才回港向公眾交代。田北俊認為，對方
需要盡快向公眾清楚交代事件。
民主黨及工黨也到廉署報案，要求調查周永勤棄選
事件。
廉署在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根據政策署方一般不
會評論個別案件。廉署非常重視選舉的公平和公正。
如接獲投訴，會按既定程序依法處理，以確保選舉廉
潔。

周永勤棄選風波，兩則所謂
「狙擊/追擊錄音」成為關鍵。
事實上，立法會選舉戰情激烈，
以「追擊」或「狙擊」兩字形容

候選人之間的競爭策略，一直都是「常用語」。
記者在網上查詢「狙擊」及「立法會選舉」兩個

關鍵詞，即彈出260,000項搜索結果，包括「九西
『本土派』混戰黃毓民被狙擊」、「黃浩銘狙擊何
君堯」、「陳偉業親自空降屯門狙擊民主黨主席何
俊仁」等。

如果以「追擊」及「立法會選舉」搜索，結果更多達
10萬個，包括「滾動民調：『泛民』『本土』追擊建
制」、「『本土派』六人參選撞區追擊民主黨」、「明愛
社區小記者計劃追擊立會九龍東選情」等等。

周「快閃」難對質 何有口難言
何君堯昨日在記者會提到，競選團體自己討論的

政策，最後都要經他及智囊拍板。他又指「狙擊」
這個字眼在競選過程是十分常用的字眼，意指選舉
策略，並不涉及任何刑事及攻擊性的事情。對此，
周永勤應當出面解釋，否則大家只會覺得他反應過
敏。

今次何君堯被捲入輿論風暴之中，面對作出指控
的關鍵人物周永勤「講一半唔講一半」，昨日更迅
速離港，只透過黨高層轉達，要留待立法會選舉完
結翌日才回港交代事件。如今二人無法當面對質，
一個棄選、另一個仍然參選，何君堯可謂有口難
言，相當吃虧。 ■記者 文森

不論「狙」或「追」皆選戰常見策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被指稱導致周永勤退選
的新界西候選人何君堯昨日舉行記者會，批評對方拒絕
清楚解釋棄選原因，令矛頭指向自己，做法卑劣。他要
求周永勤交代如覺得自身或身邊親友安全受危及，為何
不報警，反而向傳媒及部分政黨披露收到的錄音聲音，
又質疑周永勤倘真的受到壓逼，為何還高調在直播論壇
宣佈退選，卻拒交代事件來龍去脈。

質疑有人違法取得內部錄音
何君堯昨日在記者會上，先委託代表律師讀出聲
明，指該段錄音是何君堯支持者的自發性討論，屬義
工內部討論。他於昨日下午知道有關競選策略後，覺
得不必要這樣做，認為選舉應建基在公平、公正及比
拚政綱上。
他其後強調，自己認識了該名義工4年，對方是一個

「非常正直的人，勤力幹活的一個老闆」，又指有關錄
音只是義工在WhatsApp群組的內部討論，質疑是否有

人以違法途徑得到錄音，「如果唔係有人政治抹黑，有
人串謀嚟做呢啲非法行為，包括竊聽等等，好奇怪
囉！」

指若受威脅應報警 不應「只講一半」
何君堯批評，周永勤前晚在選舉論壇表現誇張，似
是「處心積慮、自導自演」，又質疑對方做了廿多年區
議員，倘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應該報警處理，而他
「講一半又唔講一半，令人充滿遐想」，其行為舉動有
違君子作風，只是聽到茶客所講就如此大反應，「很莫
名其妙」，希望對方交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免得我
好似俾佢攻擊，我都係受害者。」
他又批評「熱血公民」候選人鄭松泰當晚（25日）
在論壇上對他的指控與事實不符及極具針對性，武斷地
未做調查即向他下定論，是政治抹黑。
他又質疑對方擁有廿多年的從政經驗，但觀乎其論壇
表現之誇張，感到莫名其妙。

何君堯：周拒解釋棄選做法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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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先
後到廉政公
署及屯門警
署舉報疑似
選舉舞弊，
希望警方能
深入調查，
揪出幕後黑
手。 ■■何君堯到屯門警署報案何君堯到屯門警署報案，，要求徹查事件要求徹查事件。。

■周永勤當晚聲淚俱下稱棄選。何君堯昨
日揶揄是自導自演。 有線新聞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