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立法會
選舉將在星期日舉行，繼早前多個紀
律部隊及公務員工會發聲明後，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昨日向全體公務
員發信，呼籲已登記為選民的同事，
在選舉日帶同已登記為選民的家人前
往投票。
張雲正在信中鼓勵各公務員同事行

使公民權利，投票選出心儀的議員。
由於自上屆立法會換屆選舉開始已實
行「一人兩票」，他提醒公務員緊記
將一票投予地方選區，另一票則投予
自己所屬的功能界別。
張雲正又指，各部門首長和票站主

任會盡量作出適當安排，讓需要在當
日執勤的人員及約24,000名擔任選舉
工作的同事可以前往其所屬的票站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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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彪海恩告急 浩鼎不容有失
港研協民調：新東戰況最激「超區」關鍵第五席「白熱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距離立法

會選舉投票日不足一星期，香港研究協會就

選舉進行第三次民意調查，反映各地方選區

在最後衝刺階段，選情仍然非常激烈，不少

建制派參選名單仍在末席之間徘徊。在新界

東，工聯會鄧家彪名單及新民黨容海恩名單

與其餘6張名單爭奪最後兩席，新界西的最

後一席則為民協的馮檢基名單、社民連的黃

浩銘名單與獨立的何君堯名單之爭。全港選

民都有份投票、俗稱「超級區議會」的區議

會（第二）功能界別，關鍵的第五席仍然由

民建聯的周浩鼎名單領先，但緊隨其後的民

主黨鄺俊宇名單及公民黨的陳琬琛的支持

度，僅分別落後0.3%及 0.5%，反映「超

區」的競爭同樣激烈。

選情嚴峻選區/界別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5席）
5. 民建聯周浩鼎名單（4.4%）
6. 民主黨鄺俊宇名單（4.1%）
7. 公民黨陳琬琛名單（3.9%）

香港島（5席）
5. 工黨何秀蘭名單（6.2%）
6. 民主黨許智峯名單（5.4%）
7. 工聯會郭偉強名單（5.1%）

九龍東（5席）
5. 獨立謝偉俊名單（7.1%）
6.「熱血公民」黃洋達名單（4.4%）

新界東（9席）
8. 工黨張超雄名單（4%）
9. 新民黨容海恩名單（4%）
10.「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名單（3.9%）
11. 社民連梁國雄名單（3%）
12.「青年新政」梁頌恆名單（2.8%）
13.「香港復興會」陳云根名單（2.7%）
14. 工聯會鄧家彪名單（2.4%）
15.「人民力量」陳志全名單（2.2%）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整理：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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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自
己、為香港、為下一代投票！」因舉行
反「佔中」簽名活動及遊行而廣為人熟
悉的周融，在昨日發佈的一段短片中抓
緊雙手，「肉緊」地向兩年前183萬名簽
名反「佔中」的朋友呼籲，請他們在9月
4日立法會選舉中踴躍投票，讓香港重回
正軌。
周融昨日花費數十萬元，在多份報章
刊登頭版廣告，並在 facebook發佈短
片，呼籲183萬曾簽名反「佔中」的市
民在9月4日立法會選舉中踴躍投票。
短片指，兩年前的「佔中」，令香港面臨危機，幸好得
183萬港人勇敢站出來簽名表態，令香港回復正常，再度
和平。兩年後的今日，香港面對新挑戰，不少人都在問：
「香港目前點解會變成咁？香港唔應該係咁嘅！」

為了改變現狀，他特此呼籲183萬曾簽名反「佔中」的
朋友用選票再次幫香港重回正軌，「兩年前，我們成功扭
轉危機，9月4日請再次幫香港重回正軌。」
周融又提醒每名市民都有兩票，該兩票都一定要投。

周融籲183萬反「佔」市民投票護港

香港研究協會在8月20日至29日期間以電話訪
問5,016名選民，跟進選民對2016年立法會選

舉的意見。結果發現，新界東及新界西戰況仍然未
明。在有9席的新界東戰況最為激烈，現時由工黨
的張超雄及容海恩以4%支持率排在最後兩席，但
緊隨後面的有超過6張名單，包括得到2.4%支持率
的鄧家彪與另外5張支持度相若的反對派名單，競
爭非常緊湊。

新西何君堯馮檢基黃浩銘力爭
同樣有9席的新界西方面，最後一席競爭也相當

激烈，為馮檢基名單、黃浩銘名單與何君堯名單之
爭。
目前，馮檢基以4.1%稍為領先黃浩銘的3.5%及
何君堯的3.4%。

港島郭偉強決戰許智峯何秀蘭
只剩下5席的港島區競爭也不見得輕鬆，最後一

席之爭暫時由工聯會的郭偉強名單（5.1%），決戰
民主黨的許智峯名單（5.4%）及工黨的何秀蘭名單
（6.2%），3人支持度最大的相差只有1.2%。

九東謝偉俊被「龍門達」緊咬
有5席的九龍東，獨立的謝偉俊（7.1%）居末

席，緊隨其後的是「熱血公民」（熱狗）的黃洋達
（龍門達）（4.4%）。
「超區」方面，9張名單爭奪5個議席，其中關鍵第

五席的競爭非常激烈，暫時由周浩鼎名單以4.4%，壓
倒兩支反對派名單，鄺俊宇（4.1%）及陳琬琛名單
（3.9%），但3人之間的支持度其實不相伯仲。

選民最關注「政制及管治」
民調又問到最關注的議題，26.2%受訪選民關注
「政制及管治」、23.1%受訪選民關注「土地及房
屋」，其餘依次為「經濟發展」、「醫療衛生」、
「勞工及就業」、「教育」及「環保保育」，反映
選民關注政制及房屋議題的比例仍較高。
被問及選民決定投票取向的最主要原因時，較多受
訪選民注重「過往工作表現」（25.3%），其餘依次
為「政綱」、「政黨背景」、「政治理念」及「候選
人形象」，而注重「配票考慮/策略性投票」的比例則
只佔2.3%，反映選民決定投票取向因素趨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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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鼎名單告急。 網上圖片

■郭偉強名單告急。 網上圖片

■何君堯告急。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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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立法會選舉進入倒數階段，昨日特區
政府表明，關注個別立法會選舉候選人
在選舉活動期間鼓吹或推動「港獨」，
將保留依法採取跟進行動的權利。個別
立法會候選人公然鼓吹「港獨」，違背
參選承諾。選舉主任必須果斷出手，嚴
正處理「港獨」分子繼續參選的問題，
不容立法會選舉過程淪為鼓吹、推動
「港獨」的過程，確保立法會選舉依
法、公開、誠實、公平進行。

《立法會條例》第40條規定，立法會
候選人必須簽署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
特區的聲明，今年還要加簽確認書，聲
明及確認書均具有法律效力。這一法定
要求，顯示立法會候選人、當選人任何
時候都必須負起維護「一國兩制」的憲
制性責任。立法會選舉是一項莊嚴的政
治活動，必須按照相關法律辦事。候選人
若在選舉期間主張、宣傳、推動「港獨」，明
顯違反了基本法和《立法會條例》，違反了
報名參選時簽署的聲明和確認書。

但是，有個別候選人取得參選資格
後，「港獨」言論變本加厲，在多個選
舉論壇肆無忌憚地發表支持「港獨」的
言論，煽惑年輕人，影響極其惡劣，不
僅破壞參選時的承諾，更視法律如無
物。有候選人宣稱，一旦被取消資格，
必會提出選舉呈請和司法覆核，完全不
把禁止立法會候選人宣揚「港獨」的法
律約束放在眼裡。

個別人當初簽署聲明和確認書而成為

候選人，是否「過了海就是神仙」，即
使利用選舉場合大肆散播「港獨」，特
區政府亦奈之不何呢？當然不是。先不
說立法會候選人鼓吹「港獨」，違反基
本法和《立法會條例》，不論當選與
否，已明顯涉嫌作「虛假聲明」，觸犯
《刑事條例》；眼前的問題是，根據
《立法會條例》42(B)項規定，選舉主任
有權決定，於選舉日期之前，候選人是
否喪失候選人的資格。該項法例指出，
「如在選舉日期之前接獲證明並信納該
候選人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則
選舉主任必須按照根據《選舉管理委員
會條例》(第541章)訂立並正有效的規例
更改該項決定，示明該候選人並非獲有
效提名。」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宣揚
和推動『港獨』的人已經違反了國家憲
法、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憲制性大
原則，是分裂國家及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士。『港獨』分子是違法分子，不具備
出任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基本條件、參選
及當選條件，不容許他們參選立法會是
合憲、合法及理所當然的。」

「港獨」將把香港引向災難，距離立
法會選舉還有數天，選舉主任必須該出
手時就出手，依法取消明目張膽鼓吹支
持「港獨」者的候選人資格，絕不能讓
立法會選舉變成鼓吹、推動「港獨」的
過程，更不能容許「港獨」分子有可乘
之機進入立法會。這是履行法律賦予的
要求，更是對港人利益和前途負責。

候選人公然播「獨」須依法取消參選資格
隨着立法會選舉投票日臨近，選民們在更加具體地

思考，應該把手上的票投給哪位候選人。上一篇社論
中，本報提出香港社會需要有一個以正能量為主導的
立法會。既然如此，未來的立法會議員當然應該是全
心為香港社會貢獻，願意為香港市民服務，具有守
法、理性、勤政、正氣等特質的從政者；而不應是那
些將香港整體利益拋諸腦後，只顧一己私利的政客，
不能是那些為反對而反對、濫用拉布、干擾施政的政
痞，更不能是那些靠激進暴力出位，甚至煽動違憲違
法，鼓吹無底線抗爭的暴徒。

在基本法所規定的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之中，立法會
議員是香港立法機構成員，是治港者隊伍的組成部
分，享有法定的多項權力，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和優
厚的待遇。根據最新的立法會議員薪津安排，一個議
員的月薪為9萬多元，加上任滿酬金、醫療津貼以及
工作開支，四年任期就需要由公帑支出近1,500萬元，
70位議員的總開支更高達十億多元。獲得如此地位和
待遇，香港社會和廣大市民自然有理由對立法會議員
寄予厚望，期待他們是這樣的人士：首先應是愛國愛
港、奉公守法。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香港
特區直屬於中央政府。立法會議員在當選就職時必須
進行宣誓，要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要盡忠職
守、遵守法律及廉潔奉公。這表明議員的首要條件，
就是要愛國愛港、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忠誠
為廣大市民服務。其次，立法會議員要勤於服務、理
性問政，立法會作為香港的立法機構，主要職能是制
定、修改和廢除法律，積極配合並有效監督行政部門
施政，傾聽市民心聲並為市民服務。議員需要有勤勤
懇懇、全程投入、熱心服務的心態，理性務實、一絲
不苟的作風，安排周到、有條不紊的部署，方能勝任

職責。再次，議員們應具有正面、正氣的形象，能夠
成為社會大眾，特別是青年一代的楷模。綜合上述因
素，投票給什麼樣的候選人，相信大多數市民都會心
中有數。

綜觀參與此次立法會選舉的150多位候選人之中，
屬於建制派的候選人基本上都擁有以上的特質，他們
有的從政多年，經驗豐富，政績良好，口碑甚佳；有
的雖然出道不久，但深得真傳兼具開拓進取的新思
維，有青出於藍的素質；有的是熱心為大眾服務的專
業人士，可以將其專業知識和廣闊視野帶入議會；更
重要的是，他們愛國愛港，遵紀守法，能夠與特區政
府和中央政府配合、溝通，共同推動香港發展。這些
候選人都值得廣大選民支持。

反觀反對派陣營候選人，很多都是一些只為反對而
反對的政客。他們中有很多人，在上屆立法會期間經
常實施或縱容拉布，把本應莊嚴有序的議會殿堂搞得
混亂無序、烏煙瘴氣，更令政府許多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的措施難以落實。如今，他們為了獲取選票，政
綱也許表面上說得好聽，但實際上都是泛政治化、空
洞無物的陳詞濫調。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少數以鼓吹
激進和暴力及宣揚「港獨」出名的候選人，在競選過
程中公然違反了他們為成為候選人而簽署的聲明書，
竟然繼續宣揚和鼓吹「港獨」。其中有人在之前就赤
裸裸地聲稱：進入立法會後，要使盡一切可用的手
法，包括霸佔主席台、施放「臭彈」等，把台灣民進
黨的野蠻粗暴做法照搬過來。廣大市民能夠容忍這一
小撮激進暴力分子混入立法會，破壞議會秩序嗎？廣
大家長能夠看着這些人佔據議會來樹立不良示範，荼
毒香港下一代心靈嗎？答案相信是清晰的，香港社會
主流民意將用選票來制止這種惡劣情形發生！

選守法、理性、勤政的候選人進入立法會
——2016立法會選舉系列社評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