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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拍照」謠言 圖抹黑林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

選舉提名期已完結，反對派的抹黑行
動立即展開。有親反對派的報章在毫
無證據的情況下指稱，中聯辦為免候
選人林鄭月娥「走票」，要求各選委
在投票時違法拍下自己的選票云云。
多名選委昨強調，他們從未收到這樣
的所謂「信息」，並批評反對派不擇
手段地以失實的指控抹黑林鄭月娥，
更試圖通過自製「白色恐怖」，干擾
今年的特首選舉。
《蘋果日報》昨引述「不願透露姓

名的建制派選委」稱，中聯辦「為保
林鄭高票當選，不會走票」，已「要
求」選委在特首選舉投票當日「用手
提電話拍下投票紀錄作證明」，「希
望以此阻嚇選委走票。」有反對派中
人也聲稱收到有關消息。
報道並引述「專業議政」立法會議

員郭榮鏗「證實」，他「聽聞」有選
委被要求拍攝投票一事，故會去信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要求進
一步交代如何保障投票保密云云。

梁志祥：圖干擾特首選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昨指出，

有關的指控涉及嚴重罪行，指控者應

該拿出證據來，「反對派成日高舉守
護法治，既然有人違反法例，為何不
挺身而出作出舉報？只係傳來傳去，
助長違法行為。不會有人蠢到叫人去
犯法，如果真係咁蠢，就拉咗佢，以
儆效尤！」
他批評有反對派中人發放謠言，試

圖不斷製造白色恐怖，是為了打擊他
們不支持的候選人，干擾特首選舉。

鄭耀棠：點會做犯法嘢！
身在北京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

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直言，「我覺得
係神經，影相係犯法，中聯辦點會教
犯法嘢！」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直指，反對派

在評估形勢後，意識到自己無法扭
轉選舉結果，「造王」不成，遂千
方百計打擊他們不支持的候選人，
包括「做戲」意圖影響部分中間派
及未有提名的選委，動搖他們的投
票意向。
黃國健續說，反對派更圖借此事來

消耗林太的政治能量，令林太即使成
功當選，也被抹黑為中央「欽點」人
物，令施政舉步維艱，故呼籲市民擦
亮眼睛，不要被這些沒有真憑實據的

謠言誤導。

陳健波：無收過「施壓信息」
保險界議員陳健波指出，他從沒

有收到這些所謂「施壓信息」，連
身邊的選委朋友也沒有聽聞。是次
報道中所指的行為，屬於嚴重的指
控，當事人應該挺身舉報，將犯法
的人繩之以法，而不是靠傳媒「傳
來傳去」。
他質疑反對派是在千方百計、不擇

手段抹黑他們不支持的人，市民要小
心衡量各種未經證實、毫無證據的消
息及指控。

李世榮：圖自製白色恐怖
區議會界別選委、新界社團聯會副

總幹事李世榮強調，他沒有收過「真
正的西環」或「冒牌西環」的所謂
「施壓信息」。
他批評，有人利用這些未經證實的

信息，存心製造白色恐怖，令公平、
公正的選舉蒙上污點，更通過這些失
實指控抹黑林太，將對方30年來的功
績「一筆勾銷」，製造「欽點」的形
象，令對方即使當選，日後在施政上
也會遇到更多的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就所謂「要求選委拍攝選
票」的謠言，選舉事務處昨晚
發表聲明，重申在主投票站
內，所有選舉委員均不得與他
人通信息，亦不可使用流動電
話或其他通訊器材與其他人通
訊。
聲明指，為方便投票站主任

執行有關規例，選舉事務處會
要求各選舉委員在進入主投票
站前把流動電話先關掉並收藏
好。
聲明續指，所有人均須嚴格

遵守選舉法例和選舉活動指
引，如遇到出現違反規例的情
況，選舉主任或投票站主任可
視乎情況制止有關行為、命令
有關人士立即離開，或向在場
警務人員求助。除此之外，選
舉事務處亦會將有關個案轉介
執法機關嚴正跟進。

選舉處重申：
禁拍照通訊

四界挺林太 證有力團結
鬍鬚胡官靠「單一政治光譜」奢言凝聚社會實空談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沈

清 麗 、 鄧 學

修、方文殊）

特首選舉提名期結束，來自四大界別共1,194個

選委中，有近半數提名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八

成提名來自反對派選委的另一候選人曾俊華昨日

稱，倘候選人只能取得「單一政治光譜」的支

持，即使當選也無法改善及令香港爭拗減少。社

會各界均指，四大界別代表了眾多不同界別的投

票人，林太能獲得近半數提名，反映她獲得廣泛

的支持和認受，而曾俊華八成提名票都來自反對

派單一票源和提名，絕不可能團結全港不同界別

推動香港發展。

「薯粉」辱湯家驊
Karen Cheng：得罪講句，民主

Zero呢啲垃圾組織攪（搞）既（嘅）
論壇去黎（嚟）做乜？浪費時間！

George Mak：民主思路又無選委
票，地區選舉又輸市民票，曾生唔來
論壇，改去爭取選委支持好合理。

Chimun Wong：十分欣賞鬍鬚分
得清，咩係人，咩係渣。

David Wong：湯渣，你憑什麽主
持論壇？！曾俊華一帖幾萬LIKE，閣
下的帖呢？不知羞耻為何物！

中肯網民反擊
Jay Ngan：真心吾（唔）明點解

曾俊華吾（唔）肯上去論壇，除非
佢政鋼（綱）係空心菜，否則怕咩
啊？

Justin Fong：你睇班薯粉就知，
曾俊華靠公關技（伎）倆，呢d
（啲）論壇論政綱會失好多分。

Philip Wong： 梗 係 要 去 番
（返）泛民搞的論壇啦！

Lok Wong：自己唔敢去就話人
地（哋）。薯粉帶頭搞分化。

■有「薯粉」惡搞侮辱湯家驊、林
鄭月娥及胡國興。 fb圖片

支持者的言行，未必代
表他們所支持的人的看
法，但多少也有點「參考

價值」。「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邀請特首候選
人曾俊華（薯片）出席選舉論壇食檸檬，批評兩句
也是人之常情，但不少「薯粉」就群起而攻，紛到
「思路」以至湯家驊的個人facebook（fb）專頁留
言，質疑他不是選委，無資格搞論壇，更稱「思
路」是「垃圾組織」。這些「薯粉」的言行，真係
教口口聲聲要修補撕裂、凝聚社會的曾俊華情何以
堪？

口稱港需「團結」呃掌聲
曾俊華早前拍片「呃視覺效果」，其中講到「因
政見不同，在fb上Unfriend朋友、退出WhatsApp

群組、親人為新聞時事而吵架……我相信，要回到
我們認識的香港，我們需要信任、團結和希望」，
又指香港要「信任」、「團結」才能化解糾紛，凝
聚社會，走出一條新的和諧道路云云。短片內容的
確反映了不少市民的心聲，贏得不少好評。
不過，講還講，村民唔係咁諗噃！「思路」早前
邀曾俊華出席選舉論壇，結果被拒絕，湯家驊講兩
句，一批「薯粉」唔知係咪唔記得曾俊華要「和
諧」，同埋話呢次選舉係要面向全港700萬市民，
定係反映咗「薯粉」其實根本就唔係真心想社會和
諧，紛紛「標童」上身狠批湯家驊等，更質疑湯
「唔係選委」，冇資格請曾俊華出席喎。
有網民就質疑曾俊華的政綱是「空心菜」，當然

不敢去「非自己友」搞嘅論壇，有人更批評「薯
粉」是在帶頭搞分化。 ■記者 羅旦

「薯粉」搞分化 薯片默許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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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睇返呢條
片，見「薯
粉」侮辱不
同意見者，
有時真係忍
唔住笑。

fb截圖

■曾俊華稱，新特首倘只取「單
一政治光譜」支持，即使當選也
會出現管治困難。 劉國權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千方百計試圖干預特首選舉，有漁
農界選委昨日透露，有支持反對派的
傳媒近日跟蹤他們，又向其他人「套
料」，令他們備受滋擾，甚至一度考
慮放棄遞交提名。立法會漁農界議員
何俊賢批評，有個別傳媒試圖「政治
謀殺」建制派的選委，是在濫用新聞
自由。

跟蹤兼誣衊 打亂提名部署
香港農業聯合會昨發表聲明，指漁

農界選委早已達成共識，決定以綑綁

形式提名其中一位特首選舉參選人，
及公開向傳媒表明會盡快以綑綁形式
提名。
不過，有個別傳媒其後滋擾、威

嚇及抹黑業界選委，包括不只一次
派出狗仔隊跟蹤選委及潛入私人地
方拍攝。
聲明續指，有關傳媒在未提供實質

證據下，聲稱「懷疑」某選委涉及非
法活動，更向業內選委的朋友「套
料」，包括以誘導方式，如「你知否
這人做了犯法行為」等語句，誣衊部
分選委等，企圖打擊他們的聲譽，令

業界選委深感惶恐，並承受很大的精
神壓力，導致業界在提名期臨屆滿前
才交出提名，打亂了部分業界選委的
提名部署。

何俊賢斥濫用「新聞自由」
聲明強調，特首選舉臨近，令人憂

慮有關傳媒對業界選委的滋擾及抹
黑，會影響到業界選委的投票意慾，
故有必要發表嚴正聲明，促請有關人
等立即停止向業界選委施壓、跟蹤、
滋擾及抹黑，同時會保留追究權利。
「業界並沒有任何政治立場及偏向

性，只期望公眾可理解事件的嚴重
性，維護選舉的公平及公正。」
何俊賢在接受查詢時表示，他對是

次事件深表憤怒及遺憾，並強調特首
選舉應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進行，
但有個別媒體在過去各級選舉以至重
大社會事件中，均持強烈政治傾向，
抹黑建制派中人，更利用「新聞自
由」作為擋箭牌，試圖影響選舉的公
平及公正。
他續說，反對派及部分傳媒不斷聲

言中央「干預」特首選舉，事實是根
據香港基本法，中央對特首選舉有發
言權，而反對派及與他們「友好」的
傳媒不斷「使橫手」，才是真正的干
預者。

農聯不滿反對派傳媒滋擾選委

曾俊華昨在出席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交流會後稱，新一
任特首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倘有人只能取得「單一

政治光譜」的支持，即使當選也會出現管治或施政困難。林
鄭月娥其後回應指，她在四大界別獲廣泛支持，而不少自己
熟悉的反對派選委，其實非常認同她的政綱內容，但反對派
選委採取了綑綁式提名，故尊重對方，未有刻意爭取他們提
名。未來一個月，她會向不同界別及取向的選委解釋政綱、
理念，繼續爭取他們的支持。

林太「百分百有代表性」
全國政協委員、建滔化工集團主席張國榮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直言，林鄭月娥所得提名是「百分百有代表性」。「在1,194
個選委中，她獲得580個提名，近半數支持，相反曾俊華165
個提名加上胡國興的180個提名，都遠遠追不上林鄭月娥，如
果這都不算代表性，難道曾胡兩人就有代表性？」
他強調，各選委都是通過選舉被推舉出來的代表，大家提名
林鄭月娥，不僅代表個人，更代表背後眾多選民，從選舉制度
來看，林鄭月娥能夠團結大多數，足證她是「百分百有代表性」。

不獲各界認同 憂港更撕裂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指，林鄭月
娥從政經驗豐富，曾在多個不同政府部門任職，廣泛接觸過
社會不同界別和階層，處理政改方案、扶貧政策等議題時表
現出色，成績獲社會認同，故獲得社會各界的認同和支持，
反觀其餘兩名候選人的提名票源過於單一，說明他們難以取
得不同界別的認同和信任，即使當選也難以團結社會各界，
只會令香港變得更撕裂。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朱銘泉
表示，大部分界別選擇支持林鄭月娥，因為她夠硬淨，愛國
愛港立場堅定，多年來在房屋、稅務、教育等範疇的施政也
取得不錯的成績，相信她一旦當選，將深得中央信任，能夠
帶領香港未來發展。至於曾胡兩人，均依賴反對派提名才能
「入閘」，證明他們的愛國愛港立場搖擺不定，即使當選也
難取得中央信任，只會為香港社會帶來更多的爭拗。

胡曾欠管治經驗能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龍子明表
示，選委都是根據候選人過去的政績去提名的。林鄭月娥一
直實實在在為香港做事，胡國興從沒管治經驗，曾俊華也看
不到任何實質管治能力，這正是兩人之所以得不到更多界別
選委的支持。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佛教聯合會執行副會長釋寬運表示，
香港宗教界提名支持林鄭月娥，是相信她能夠顧及香港整體
利益。「佛教講究慈悲與智慧，現時香港社會撕裂，更需要
一名有擔當、有智慧的人，而林鄭月娥過去政績顯示她對香
港很有擔當，所以我們給予林鄭月娥信心的一票。」
香港菁英會主席盧金榮
指，林鄭月娥擁有多年政府
工作經驗，又經常接觸社會
不同階層，涉獵廣泛，出任
政務司司長時也為香港作出
貢獻，例如她領導的扶貧委
員會，既有短期紓緩措施，
也有長遠脫貧政策，有效降
低香港貧窮人口數字，足見
她的執行能力強，熟悉政府
運作，自然得到社會各界的
認同和支持。

■■林鄭月娥昨出席交流會林鄭月娥昨出席交流會，，獲港區獲港區
婦聯代表豎拇指大讚婦聯代表豎拇指大讚。。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薯粉」VS中肯網民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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