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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票 日投 票 日

投票高度保密「驗指模」冇可能
馮驊信「謠言止於智者」拆閉路電視禁影相

投票安排
首輪投票時間：上午9時至上午11時

第二輪投票時間（如有需要）：下午2時至下午3時

第三輪投票時間（如有需要）：晚上7時至晚上8時

投票地點：灣仔博覽道一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三樓大會堂

選舉程序：1.如首輪投票有候選人取得超過600張有效選
票，即在選舉中當選；

2.如首輪投票沒有候選人取得超過600張有效
選票，將淘汰最低票數的候選人，如果只剩下
兩名候選人，則進行單一輪投票，若有候選人
取得超過600張有效選票，即在選舉中當選；

3.若仍未有候選人取得超過600張有效選票，
選舉主任即須公開宣佈在該選舉中沒有選出候
選人，選舉程序將會終止，選舉程序需要重新
開始，直至有候選人當選為止，新投票日將訂
於終止該選舉程序後的第四十二日，即5月7
日舉行。

資料來源：選舉管理委員會 整理：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
激進「本土派」又想搞嘢？
「勇武前綫」近日稱要在今晚9
時到翌日晚 10 時舉行名為
「『選舉』星期天！你唔係唔
投票呀？」他們聲稱曾俊華前
晚舉行的造勢大會「萬人空
巷」，標誌着「佔領中環
we_will_be_back 」的宣言「永
遠都不會被遺忘」，更聲稱要
「攜手寫下歷史新一章頁」云
云。

今日是特首選舉日，市民
及候選人都期盼有一個理
性、有序的選舉環境，讓選
委在不受干預下投下神聖一
票。無論誰輸誰贏，一場成
功、有序的選舉都是香港文
明的體現。然而日前「人民
力量」成員快必譚得志在個
人facebook專頁煽動網民以
「掟廁紙」的方式擾亂選

舉，製造混亂。被網民批
評：「黐線！」「阻住地球
轉！」
譚得志於本月23日上載

短片，聲稱今日的投票日是
「國際掟廁紙日」，慫恿市
民手持兩卷廁紙到特首選舉
主投票站灣仔會展製造混
亂，又在短片中演示手纏數
格廁紙一端，將另一端拋
出，製造廁紙條漫天飛的方
法，企圖擾亂正常選舉程

序。
譚得志昨日又上載圖片，

寫有「反對小圈子選舉」、
「自備兩卷廁紙吧！一卷自
己，一卷醒人。」鼓動網民
穿黃衫到場「掟廁紙」。不
少網民留言批評他「黐
線 ！ 」 、 「 阻 住 地 球
轉！」，認為他「只識冷嘲
熱諷，唔知自己做緊乜
野！」「掟走你個（廢必）
就真！」 ■記者 文森

馮驊昨日到位於會展的投票
站視察環境後表示，特首

選舉首輪投票於今日上午9時至
11時進行，票站已準備就緒，
設有70個獨立投票間。他呼籲
選舉委員踴躍投票，建議盡量於
上午10時前到達投票站投票，
避開投票結束前的擠擁時間，選
委須帶備身份證以領取選票，亦
需帶同選舉委員名牌，以便進入
會展。

禁止拉票區內不准問意向
他強調，票站內會有大量職員
和保安人員監察，任何選委進入
投票站要關掉流動電話及攝影器
材，不可以在投票站內與其他人
通信或拍照，或向他人展示選票
上的選擇。選委也不可以將選票
帶離投票站，法例亦規定在禁止
拉票區內不可詢問投票意向。
馮驊指，根據法例，選票上不
會印上任何號碼，投票站人員亦
不得記錄選委獲發的選票。投票

站內設有獨立間格的投票間並設
有上蓋，而所有投票站內的閉路
電視監察系統的攝錄機亦已被拆
除。
所有選票會在選舉結束後由總

選舉事務主任保存6個月，除非
得到法庭指示，否則六個月後會
全部銷毀，但其間保存何處就不
便透露。

選舉主任有權驅趕搗亂者
他補充，如選票有任何記認以

識別投票人身份，有關選票將被
裁定無效。
若選委有異常行動或在投票間

逗留太久，似有可疑行動，票站
人員會上前查看是否有違規事情
發生，如果有任何行為違反保密
情況，會按法例跟進。他又說，
如果出現有人意圖搗亂，現場選
舉主任有權驅趕。

「要專家講返為何可驗到」
被問及有謠言指選票會被運

往內地檢驗指紋，馮驊強調，
選票在交到中央點票站時已經
撈亂，「已經經過好多人手，
或者要專家講返為何可以驗
到」，因此很難做到，相信謠
言止於智者。
至於網媒被禁止入場採訪，馮

驊表示，場地傳媒事務一向由政
府新聞處處理，應清楚新聞報道
情況，無論如何選舉會得到廣泛
報道，不相信報道會不全面。
選管會表示，至今收到17宗

有關特首選舉投訴，其中一宗關
於選舉舞弊或賄賂，3宗關於選
舉開支，2宗關於選舉廣告，會
視乎內容交予執法部門跟進，但
根據過去經驗很多投訴都未必有
足夠證據。
馮驊強調，如果有利誘或武力

脅迫行為，可能涉及選舉舞弊，
呼籲大眾發表言論時尊重法例，
若有證據證明有人干擾選舉，應
該投訴，認為天網恢恢，疏而不
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

特首選舉期間，反對派不斷在無證

據的情況下引述「無名無姓」的所

謂「消息人士」，聲稱選委要拍照

「證明」他們的投票決定，而其選

票更會被「驗指模」等等謠言。選

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昨日強調，

選管會高度重視投票的保密性，投

票現場的閉路電視已被拆除，同時

會有各種措施保證投票不記名，選

票不會印編號，選委亦不可通訊或

拍照，更不能在禁止拉票區詢問投

票意向。他更特別提到，選票上的

指紋根本無法驗出，相信謠言止於

智者。

煽「掟廁紙」掟選委 網民批快必「黐線」「本土」疑「吹雞」圖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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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武前
綫」稱要在
今晚9時到
翌日晚 10
時舉行「活
動」。

■馮驊昨日強調，選管會高度重視投
票保密性，會有各種措施保證投票不
記名。 梁祖彝 攝

■選委不可以將選票帶離投票
站，法例亦規定在禁止拉票區內
不可詢問投票意向。 梁祖彝 攝

■■投票站內設有獨立間格投票間並設有上蓋投票站內設有獨立間格投票間並設有上蓋。。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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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力量」成員快必煽動網民以「掟
廁紙」的方式擾亂選舉。 fb圖片

投票流程圖

選舉委員會今天將投票選出下一任特首人
選。包括公民黨、民主黨等在內的「民主
300＋」內不同政團和界別組合，近日陸續上
演「轉軚神劇」，聲稱要把票全投給候選人
曾俊華，連提名候選人胡國興的也要轉投曾
俊華。他們聲稱，儘管曾的政綱未完全符合
要求，但這是「策略性」決定，目的是要阻
止林鄭月娥當選，要選擇「最能夠抵抗西環
（指中聯辦）」的人當特首。反對派的這番
說話，終於揭開了自己的策略底牌，就是要
借特首選舉對抗中央，從而試圖加劇香港和
中央的對立、加劇香港政治光譜的對立，結
果當然是加劇香港社會的撕裂。曾俊華作為
反對派這種撕裂策略的代理人，已經從根本
上不符合愛國愛港、中央信任兩個標準。

反對派一開始支持曾俊華，還試圖作出各
種掩飾，努力說曾俊華「也獲中央信任」、
「中央沒有理由不信任」，說曾俊華「獲得
工商界廣泛支持」，說曾俊華「9年財爺經驗
豐富、熟悉財經」，說曾俊華「能夠團結不
同政治光譜」，曾俊華自己也盡力通過「全
面政綱」、語言偽術和各種公關化妝，騙取
公眾信任和支持。但到選戰的最後關頭，眼
看支持者日漸減少，大勢已去，他們終於撕
下偽裝，公開自己的真正目的和曾俊華的真
正作用，希望以此作為綑綁反對派、選票可
以歸邊all in曾俊華的最後手段。不能不說，
這是盡地一煲的「最後瘋狂」。

對反對派的「最後瘋狂」，首先受到損害
的，非另一候選人胡國興莫屬，因為提名階
段支持他入閘的反對派選委，絕大多數已經
公開表示棄他而去。對此，胡國興憤憤不

平，質疑反對派是否將他作為「棋子」，稱
他們不應該叫「民主派」，不如稱為「策略
派」。胡官的話，確實點出了反對派的不
堪。參選者為了取勝，採用一定的策略本無
可厚非。但是這種策略的運用，不能違背選
舉的選賢舉能的基本目的，更不能不擇手段
地損害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則。反對派在
最後關頭採取「棄胡投曾」的策略，目的只
有一個：「抗拒北京和西環操控」，哪怕阻
止不到中央信任的林鄭月娥當選，也要把
「抗拒北京和西環操控」作為一個政治主張
宣揚出來，並以此主張把一部分人裹挾、聚
合起來。

這種「策略」，讓反對派的選戰徹底變
味，變成了對抗中央依法行使對香港管治權
的一場「戰爭」。其實，近年來反對派在對
抗中央的道路上已經越走越遠，從「佔
中」、反對「8．31」、拉倒政改，到發動、
縱容、包庇「港獨」和激進暴力，加上肆意
拉布阻礙施政，無不加劇着香港的政治對立
和社會撕裂。對反對派的這種政治劣行，越
來越多香港市民已經逐漸警覺，也逐漸厭倦
甚至不滿，反對派的政治煽動力因此逐漸減
弱。在此時，反對派試圖借特首選舉，推出
一個被包裝成能「團結各種政治光譜、彌合
社會撕裂」的曾俊華，以此迷惑部分抱着良
好願望的市民，給反對派增添新的政治能
量。

反對派如意算盤打得很好，可惜最後關頭面
對敗局終於忍不住撕下偽裝，把對抗中央的底
牌徹底暴露。聰明的香港人，看到這場「轉軚
神劇」，還能看不清反對派的真正目的？

反對派all in曾俊華 是加劇撕裂的策略
備受關注的特首選舉今日投票。經過3個月競選

過程的比拚，林鄭月娥以出色表現充分展示落實
「一國兩制」、服務港人的擔當和決心，展現有心
有力有承擔的領袖特質，結合過往服務香港的優異
表現和成績，得到越來越多選委和市民由衷支持，
最符合中央對特首人選的「四標準」。相信多數選
委已經認定林鄭月娥是最適合的特首人選，會為香
港作出負責任的決定，投下神聖的一票。

候選人是否符合中央提出的「四標準」，包括愛
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和港人擁護，必須
通過觀察其一貫表現，特別是參選以來的言行，才
能得出正確結論。中央對特首必須以更高標準來要
求，並非其他問責官員可相提並論，首先在愛國愛
港、中央信任的標準上，要求就更嚴格。

林鄭月娥擔任政務司司長期間，經受過政改、反
「佔中」、反「港獨」等大是大非問題的考驗，與
愛國愛港陣營和中央立場一致、共同進退；在此次
競選中，她始終堅守「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底線，
不怕因為愛國愛港、獲中央信任而被抹黑，沒有為
了選戰利益左搖右擺，更沒為了選票搞政治交易，
保持政治風骨，與其他候選人、包括曾經擔任問責
官員的候選人比較，高下立見。林鄭月娥符合愛國
愛港、中央信任的標準，不容置疑。

至於管治能力，更是林鄭月娥的強項，得到全港
各界的認同。經過這次競選考驗，林鄭月娥具上佳
管治能力的優勢更明顯。擔任問責官員期間，林鄭
月娥處理天星碼頭遷拆、房屋僭建、國教、政改、
勞工等棘手問題，都能迎難而上，勇於承擔，有能
力面對複雜局勢並解決困難。此次競選，她提出的
政綱最全面實在，最「熟書」，對各方面政策和發
展方向瞭然於胸，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以管治新
願景新哲學，推動振興經濟、改善民生、共享利

益，並且不斷在競選過程中聽取、吸納各界意見，
讓港人對未來充滿信心。

要成為合格的特首，港人擁護不可或缺。綜觀
參選以來的表現，林鄭月娥立場堅定，熟悉政
策，不空談政治理念，不做譁眾取寵的政治公
關，集中闡釋政綱，向選委和市民詳盡解釋治港
理念和願景，而且勇於承認失誤，經過選舉洗禮
更謙卑，展現出有心有力有擔當的領導人風範，
爭取到選委和市民的好感和支持。綜合選戰期間
多個民調顯示，林鄭月娥獲得的市民支持度穩步
上揚，尤其在最符合中央「四標準」的評分上，
林鄭月娥遠較曾俊華優勝，顯示林鄭月娥的綜合
實力更勝一籌。

提名前，部分工商界選委擔心林鄭月娥不熟悉財
金事務，傾向支持曾經當了9年財爺的曾俊華，或者
沒有明確取向。但經過競選歷程，工商界絕大多數
選委給予很高評價，明確表態支持。長和系主席李
嘉誠明確表示，會投票予中央信任、能夠同國家合
作、對每個行業都有深切認識的候選人，並以「女
媧補天」神話暗示支持對象為林鄭月娥。全國政協
常委吳光正亦強調，經過3個月的選程，更加有信心
與其他政協選委共51人投票給林鄭月娥，也最符合
香港整體利益。投票前夕，曾經提名支持曾俊華入
閘的選委胡文新、詹劍崙，也表明會投票給林鄭月
娥。詹劍崙批評曾俊華入閘後的表現，看不到曾俊
華有檢討昔日推行的財金政策，反之林鄭月娥肯接
受新事物，願意聆聽業界意見。

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今天投票，選委們手握
神聖一票。希望選委投票支持符合中央「四標準」
的林鄭月娥，讓她擔起特首的重任，踐行競選承
諾，團結社會、凝聚共識、集中精力、提升管治，
帶領港人同行向前，建設更美好香港。

林鄭最符中央「四標準」選委必會作正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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