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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五人棄選 拒認參選錯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距 2016 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尚餘數十小時之際，反對派突然演出 5 個候選人集
體棄選「鬧劇」，把競選期間的各種承諾拋諸腦後，企圖強迫支持者「含淚投票」給他們希望當選的候選人，當選
民是扯線公仔，扼殺選民的選擇權，以此增加其他傳統反對派「大佬」的勝算，令全城譁然。香港社會各界批評，
反對派此舉是有計劃、有預謀的「集體行騙」，非但視選民對他們的信任如無物，把選民當成他們操控選舉的工
具，更令香港的民主選舉制度蒙羞。他們呼籲選民在投票日走出來投票，支持愛國愛港的建設力量，運用選票懲罰
這些反對派；又促請廉政公署應徹查背後是否有人操控選舉，試圖影響今次選舉的公平性，維護香港的廉潔選舉。

民建聯昨晚發表聲明強調，參選是一個
嚴肅的承諾，絕非兒戲，並指他們一

盧文端：玩弄民主制度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向本報
表示，反對派突然宣佈棄選，明顯是在集體
玩弄香港的民主制度，破壞香港的選舉制
度，「當香港選民是他們的扯線公仔嗎？」
他相信經此一事，很多選民已看清他們的真
面目，應當以選票來懲罰這些人。

陳勇建議政府介入調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批評，「你（反對派）當選民是寵物
嗎？點玩都得？無興趣當初就不應該走出來
選。」他質疑反對派此舉明顯就是私相授
受，令香港的優質民主、選舉制度蒙上污

盧瑞安批對選民無承擔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反對派中人
愚弄選民，更反映他們對選民毫無承擔，更
公然踐踏選舉制度。他說，選民應該認清這
些人的真面目，不要再被他們愚弄。

王敏剛：已露出真面目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指出，反對派已
露出了真面目，希望選民要擦亮眼睛，認清
楚這批人在選舉論壇上高調宣稱的政綱及承
諾完全是謊言。各選民應妥善利用手中一
票，掃走歪風，撥亂反正。

蔡毅：對選舉造成不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理事長蔡毅批評，反對派極不尊重香港的
選舉制度，對香港選民極不尊重。他估
計，反對派是試圖影響選情，會對選舉造
成不公，選民周日應出來投票，支持愛國
愛港的建設力量，以選票懲罰這些反對派
中人。

顏寶鈴斥「集體行騙」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批評，「集體
退選」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集體行
騙」，視選民如「無知一族」，令人憤
怒。她強調選舉是神聖、莊嚴的事，所有
候選人都應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比拚實
力，而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將選民當作
「政治工具」。

票，你話過就過？
在從政的天秤上，是一個
議席重要？還是選民的期望和
信任重要？反對派昨天的「集
體棄選」，顯示在他們的心目
中，議席遠比選民的期望和信
任重要。哪怕這樣棄選是對民主精神的最大
侮辱、哪怕這會對選民的熱情帶來最大的打
擊，在反對派眼中，這些都微不足道。
如此離譜的作為，也反映出反對派中
「標奇立異」的不同政黨或政治立場，說
到底都是包裝不同、核心一樣的利益集團
而已。5 個不同理念的候選人，理應不可
互相取代，但當日他們口口聲聲要為基層
或為勞工或為中產，今日突然可以為群體
私利，去放棄自己的堅持。原來不論主打
什麼理念，大家都是候選人，不用分得那
麼細，反正也是為反對派。
棄選不是不曾發生，但除非自身病重或
家庭問題，選民還可含淚揮別；若為利益
計算，則令人難以接受。是次宣佈棄選的
5 人中，昨日可能還在街上爭取過市民支
持、在網上發表過政綱，但一句抱歉，候
選人所提供的承諾和願景，就可立即推
翻。到底他們棄選，是五分鐘前的即興決
定，還是一開始已打算欺騙選民到底？
相信有自由意志的選民，絕對不會接受這
樣「被安排」而去「過票」予其他政黨或候
選人，而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也只會自毀政
治前途，無法再取信於人。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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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早揭「雷動」密謀操控選舉
本報日前率先揭露反對派
企圖以多種方式操控今次立
法會換屆選舉，其中「佔中
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圖令「非
建制派」取得過半議席，提出「雷動計劃」，
其後更想藉片面甚至涉嫌經過操控的數字，叫
「聰明選民」作「策略投票」。「雷動計劃」
甚至預留若干「雷霆救兵」，在投票日晚聽指
示「拯救」處於當選邊緣的「自己友」，據悉
更一票不留予「本土派」及「熱普城」等。政
圈中已初步流傳只被傳統反對派視為自己友的
「保送名單」，更有老牌政黨作「跨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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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以保住個別候選人的議席。
「雷動計劃」設計所謂「雷動聲吶」民
調，透過手機程式收集選民意向及發佈資
訊，但由於參與者多是傳統反對派的「自己
友」，例如「人民力量」及社民連 6 張名單
的支持度足以奪取議席，包括分別在新界東
及九龍西大落後的陳志全及吳文遠，圍爐取
暖令人嘖嘖稱奇。另一方面，港大民意研究
計劃的滾動民調數據，屢被質疑造數，令被
視為大熱的候選人如公民黨毛孟靜支持度跌
至出局，以便大打「悲情牌」搶票等。
本報日前踢爆，「雷動計劃」收集數據
的「公民數據」的發言人趙智勳曾私下向義

工提到，每區的「雷霆救兵」只「救」一張
邊緣「泛民」名單，不會分票給「本土派」
及「熱普城」名單。日前開始流傳的「保送
名單」，就包括參選港島的「香港眾志」
（中箭）羅冠聰、九龍西的劉小麗等。
同時，政圈中流傳民主黨、民協和「街
工」互有協議，跨區「利益交換」，包括超
區中棄民協何啟明保民主黨鄺俊宇、新西棄
「街工」黃潤達以保選情有危機的民協馮檢
基。近日在馮檢基的「告急」宣傳海報中，
只列出自己和出選九龍西的譚國僑，卻不見
選情最危的何啟明，令有關說法更為可信。
■記者 甘瑜

密室配票 玩選民救「邊緣人」

旦棄選，就是背棄選民，「這種不負責任的
行為，充分反映他們無政治誠信，對香港無
承擔的本質。」是次反對派集體棄選，更說
明他們背後或受人操控，相信廣大市民絕不
會接受。
民建聯懇請所有希望社會穩定、支持和
諧理性，支持香港要建設發展的選民，集
結力量，在明日全家總動員，投票支持民
建聯。
工聯會發表聲明指，工聯會參與選舉，
是為勞工發聲，維護及爭取權益；是為基
層打拚，籌謀福利及服務社群。工聯會強
調會堅持為民請命，為打工仔女出心出
力，「我們繼續努力拉票，盡最大努力爭
取更多選民支持；我們希望繼續在立法會
為權益、爭工道，絕不會棄選。」

點，「背後是不是有外在勢力威嚇、買通，
我不知道，但政府應該介入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毫無前兆的情況下，反對派多名候選人昨晚
突紛紛棄選，包括港島區的「獨立民主派」司馬文、「傘兵」徐子見，九龍東
工黨的胡穗珊，及「超區」的公民黨陳琬琛和民協何啟明。
司馬文昨晚聲稱，自己的決定，是為了「捍衛自己一代與下一代的自由」。
徐子見則聲言，為免建制派「漁人得利」，和實踐選舉初期的承諾，故決定停
止一切選舉工程。
胡穗珊聲稱，不同民調的結果顯示自己支持度較低，經過思考及與團隊商量，
她決定以「大局為重」棄選，讓非建制陣營可在九龍東多取一席。被問到當初決
定參選是否錯誤判斷時，胡穗珊稱「當時形勢與現時很不同」，難以比較。
陳琬琛昨晚舉行記者會，稱自己的選情「未如理想」，在黨內開會後。他呼
籲選民「運用智慧」，令反對派在「超區」取得最少 3 席，但他拒絕推介心儀
人選。何啟明則發表聲明稱，鑑於現時的政治形勢及「壓力」，他會立即停止
選舉宣傳工程。其後，他在自己 facebook 直播稱「進有時、退有時」，由於政
治環境相當嚴峻，為免反對派票源分散而決定棄選。
今屆立法會選舉，激進「本土」候選人來勢洶
洶，令「元老級」反對派候選人「光環」頓失。
民調顯示，傳統反對派候選人的支持率一直「大
落後」。正值激進「本土」候選人滿以為「入會
有望」，認定政治「新時代」即將降臨之際，所謂「人老精、鬼
老靈」，多個傳統反對派聯手來一招「退選」，企圖集中選票
「救活」一班傳統反對派候選人，可以「安全」勝出。
為鋪排這次「退選」鬧劇，反對派昨日花盡心思。先由有反
對派「統戰部」之稱的「民主動力」揭開序幕，推出一個所謂
大型民調結果，指聘任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滾動民調結果顯
示，地區直選的 35 席中，傳統反對派可能只奪 11 席，僅佔
31%，即使連同「傘兵」和「熱普城」料各奪 3 席，非建制派
也只佔17席。「民主動力」副召集人鄭宇碩透露口風，承認由
於選情激烈，每區當選門檻上下都有「成堆人」，若選民拿着
民調結果進行策略性投票的話，將會影響最後一兩席的結果，
坦言「個變數真係唔細」。
言猶在耳，反對派的「私下配票策略」正式啟動。於昨日傍
晚開始，相繼有多名傳統反對派政黨候選人宣佈「棄選」。政
圈深喉話，胡穗珊棄選，是為救同區的公民黨譚文豪，換取反
對派協助黨友新西候選人李卓人「起死回生」；至於港島區方
面，司馬文及徐子見棄選，直接令票源相近、持續處於落選邊
緣的工黨何秀蘭，獲得更多選票；「超級區議會」更加明顯，
連日來，民主黨已傾力為鄺俊宇催票，何啟明與陳琬琛棄選，
目的就是把選票「堆」落鄺俊宇身上，誓要保送民主黨「乳
鴿」鄺俊宇入局。
■記者 鄭治祖



「金主」叫到 棋子即退？
&1

反對派玩「棄保」，引發網民憤怒。他們
譴責反對派「玩香港選民，極無恥」，更質
問「幕後金主控制，棋子話退就退？」

O 嘴英明：泛民政棍配票，玩香港選民，

極無恥。
6@yan：泛民=卑鄙無恥，下流賤格兼雙重標準。
亞視生活：呢班泛民以為選立法會是什麼……完全投機心
態。做人做事應該有始有終，泛民候選人咁做法，就算選
到出來，將來做議員一遇到困難都會放棄，而不是迎難而
上……香港人靠佢哋死得。
onmanteam：幕後金主控制，棋子話退就退。
長春二子：路透社昨日講政府要 KO 幾候選人，今日謎底
已揭開。公民黨系（係）犯（泛）民大黨，都要玩泥沙，
9月4日一票不投公民黨。
22822008：小朋友玩泥沙？強烈譴責浪費社會資源。花
元(園)道主子配票，克(黑)箱作孽(業)配票，自打嘴臉反真
普選。
■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