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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鼎：「種票」案涉反對派票倉

EQ倡檢視更改選民資料程序

激 進 「 本 土

派」及「港獨」

分子不斷煽動對祖國以至新來港人士

的仇恨，傳統反對派對此就不斷以

「言論自由」等借口為這些人辯護、

開脫。不過，所謂「養狗咬籮柚」，

被傳統反對派餵大者終有反噬「恩

主」的一天。有「獨派」的fb專頁近

日就借新來港人士在港一年就可申領

綜援一事，「清算」各傳統反對派中

人，更聲言「香港建國」後他們「定

必復仇」，「勢將一眾賣港賊送上軍

事法庭，犯重罪的於旺角革命現場斬

首示眾，情節較輕者逐出香港」云

云。 ■記者 羅旦

特區政府在2004年將新來港人士申領綜援
資格由居港滿1年增至7年，時為民主黨

副主席蔡耀昌等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結果特
區終審法院在2013年12月裁定政府的有關安
排「違憲」，並回復居港滿1年者即有資格申
領綜援。社會福利署近日公佈的相關數字顯
示，由2014年至2016年的3個財政年度，有
6,754名居港少於7年的新來港人士獲批綜援，
涉及開支25億元。

fb發帖批「打劫香港人」
「獨派」fb專頁「2014香港人醒覺」就借題

發揮，接連發帖批評蔡耀昌等傳統反對派中人
「勾結『大陸婦人』控告香港政府，……成功
打劫了香港人。今日，社署公佈居港未滿七年
的『新移民』『搶劫』的綜援共25億港元。而

左膠大報蘋果日報、明報對此泛民的惡行隻字
不提。……我們立此存照，他朝『香港建
國』，定必復仇，勢將一眾賣港賊送上軍事法
庭，犯重罪的於旺角革命現場斬首示眾，情節
較輕者逐出香港，流放北韓（朝鮮）或西伯利
亞。」
該組織更「擴大打擊面」，矛頭直指所有傳

統反對派政黨及其立法會議員。在另一帖子
中，他們「回帶」民主黨、公民黨、工黨及個
別功能界別議員當年的「立場書」，「有關判
決維護了人權作為香港的核心價值，使人享有
免於飢寒的生存權。」「綜援協助的對象，是
生活困苦而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士，綜援
制度應該是基於需要，而不是申請人的居港年
期。」「綜援的新移民（新來港人士）領取者
大多數為貧窮家庭的婦孺，幫助新移民（新來
港人士）能有助他們融入香港社會，在將來共
同為香港貢獻。」

罵傳統反對派應「落地獄」
該組織在一帖子中更點名工黨議員張超雄，及

當年未成為立法會議員的公民黨黨魁楊岳橋，
「看看楊岳橋和左膠張超雄，『大陸人』在香港
得到妥善照顧，這份大愛與喜悅，香港人感受到
嗎？」不少「獨派」支持者稱傳統反對派中人是
「賣港賊」，更稱投票給他們的市民是「港

豬」，所有人都應該「落地獄」云云。
雖然香港市民應該有言論自由，但唔應該包

括鼓吹歧視同仇恨嘅自由啩？傳統反對派被指
「賣港賊」，在另一角度看就有另一重意義，
也就是不願香港市民要社會和諧、穩定的心
願，為了爭取部分激進反對派的支持而縱容、
包庇激進派，令有關人等越來越肆無忌憚，可
嘆最終受害的，還是全體香港市民。

黃毓民譏「同道」蠢蠢欲動搶議席
大家都係為權為

錢為議席，不用分
得那麼細。「青症

雙邪」梁頌恆及游蕙禎就宣誓案向特
區終審法院上訴，到8月先至開審，
但民主黨與公民黨等傳統反對派中人
都已經吼住「雙邪」的議席。「教主」

黃毓民近日在自己的fb玩直播時（見圖）稱，無論是傳統反
對派以至激進「本土派」，基於「政治倫理」不應「搶奪」
原屬梁頌恆及游蕙禎的議席，但又揶揄「泛民」根本沒有「政
治倫理」，「講嚟都嘥氣！」
針對「雙邪」失格而翻盤的可能性不高，黃毓民就在fb直

播中重申自己不會參加補選，又稱傳統反對派及激進「本土
派」基於政治倫理，不應該「搶奪」原來屬梁游的議席，
正如前年原屬公民黨的湯家驊辭去其新界東立法會議員職務，
其他反對派在去年補選時也沒有派員與公民黨競爭一樣。

揶揄傳統反對派無政治倫理
他續稱，傳統反對派應先詢問梁游會否參加補選，倘兩

人參選，「泛民」就不應派員與他們爭議席。針對有人稱
兩人參加補選一定會輸， 更會將議席「送給建制派」，
他反駁指，梁游奪回被「不合理褫奪」的議席是天公地道
的，只要整個非建制派全力幫助兩人參加補選，就不一定
會輸。不過，他揶揄，傳統反對派一向沒有政治倫理，
「講嚟都嘥氣！」

粉絲勸「教主」出山雪前恥
不少「教主」的支持者留言批評傳統反對派。「龎皓

明」稱：「飯民（『泛民』）班狗賊為議席邊有道德講架
（㗎）！」「MC Chan」則力勸「教主」出山：「上次
只係因為蘋果（《蘋果日報》）加飯民全力出陰招，鋪天
蓋地出假消息叫人棄黃保游，（『教主』）才會飲恨。現
在大可一雪前恥，跟游小姐再選一次，那裡跌到（倒），
就在那裡起來！選民看過了游的表現，毓民只有肯站出
來，自是高下立見，今次贏票贏到佢開巷都仲得啦！」
「MC Chan」續稱，「這場補選，不論結果如何，都
是有利。輸了，……那就讓部份（分）黃絲豬覺得飯民界
（𠝹）票，益了建制，進一步去削弱飯民的支持度。贏
了，呢鋪過癮囉，除了熱血（『熱血公民』）士氣大振，
抗爭能量重新凝聚，毓民又可以繼續在議會抗爭。還可以
嘲弄一下那班寄生蟲，諸如（『佔中三丑』之一）陳健
民、（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之流，當初不是說毓民
敗選最高興嘛。看！老子又回來啦！」 ■記者 羅旦

傳統反對派 養「獨」終反噬
「獨派」聲言「復仇」「清算」助來港一年領綜援者 鴿訟工黨「通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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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派」發炮轟「泛民」
Lewis Cheung：多謝晒個尊貴議員，香港

成為假難民港。

Billy Ha：多謝香港選民嘅英明選擇！

Jackie Cheng：泛民及其支持者都應該落
地獄！

Ng Ericaedchow：成班賣港賊，支持佢地
（哋）果（嗰）咋人都
係賣港賊。

Ho Sum Cheung：仲鬼有人記得咩！#七
日之後又一條好漢#金
魚記憶世界第一。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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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
及何啟明昨日在橫頭磡邨，舉行辦事處開幕典禮暨
「慶祝工聯會邁向70周年地區繽紛嘉年華」，民政
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工聯會會長林淑儀等到場主禮，
並吸引了不少市民到場共度歡樂時光。活動節目豐
富，包括各類文娛表演、攤位遊戲及醒獅表演，載歌
載舞，場內一片歡樂，熱鬧非常。兩名議員均希望辦
事處開幕後，可常與區內市民交流溝通，提供適切服
務，共同把當區打造得更好、更宜居。圖、文：文森

開 張 大 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前廉政公署拘捕
了72名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選民，有關人等涉嫌於
去年立法會選舉「種票」，反對派隨即將矛頭指向
建制派。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昨日指出，從多個報
道顯示，當中有涉案者來自被視為反對派票倉的電
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香港分會，質疑「種
票」可能有反對派組織在背後。至於政府近日表示
會檢討選民資格問題，現任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
莫乃光則稱，政府「操之過急」，須先諮詢業界意
見。

莫乃光投訴「種票」或賊喊捉賊
昨日的《城市論壇》討論到近日調查中的「種

票」疑雲。周浩鼎指出，據媒體報道，IEEE香港分

會的會員人數去年增至4,725人，較上屆暴升7倍，
同時莫乃光今屆票數有3,000多票的進賬。周強調，
提出此數據非針對莫乃光，但關鍵是背後會否有反對
派組織自己做這些工作，以期能夠達到一個期望的結
果，好讓莫乃光能夠成功連任，而莫乃光投訴他人種
票，或是賊喊捉賊的行為。周浩鼎又指，現時資訊科
技界由多個學會決定選民資格，導致選民資格參差，
為防再出現種票問題，建議當局制定一套甄選準則，
將選民資格標準化。
同場的民主黨林卓廷隨即轉移視線稱︰「嗰啲親

建制嘅，咩漁農會呀、體育會呀嗰啲入會標準仲薄
弱，交500蚊填個表……講到功能組別邊個操控多
呀？你問心啦周浩鼎。」
周浩鼎回應指︰「都不明林卓廷為何時常轉移視

線，拉到其他事情上。」他並指，民主黨曾舉報了
50多宗聲稱虛報選民資料個案，結果又自行撤回20
宗，更遭法官批評濫用舉報機制，提醒市民「唔好濫
用太過分」。
另外，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日前提

及，政府將會檢討界別選民資格、登記團體代表性及
劃一登記標準，希望於任內有初步建議。同場的香港
資訊科技聯會前會長黃錦輝表示，同意引入懲罰機
制，若發現登記團體涉及「種票」，政府可將團體除
名，禁止該團體的會員成為選民。莫乃光則聲稱，政
府「操之過急」，須先諮詢業界意見，又稱爭取更多
業界人士成為選民不是問題云。他並謂，政府有責任
審視選民資格，例如抽樣檢查選民資料，不應「只推
予登記團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
日相繼發現有政府部門遺失載有市民
個人資料的電子器材事件，為免後患
無窮，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EQ）建議，選舉事務處應盡快檢
視有關更改選民資料的程序，確保即
使有人獲取有關資料，均無法以任何
方式修改有關資料。她又說，政府需
針對事件可能導致的風險，向市民加
強宣傳，教導市民當遇到懷疑資料被
盜用時的處理方法。
繼選舉事務處遺失兩部載有全港

逾300萬選民資料的手提電腦後，
統計處日前亦被揭發遺失載有人口
統計資料的平板電腦，令外界關注
個人私隱資料外洩的風險。葛珮帆

指出，為回應市民的關注，特邀請
香港資訊及系統保安專業人員協會
顧問龐博文分析事件。

教市民疑資料被盜時怎辦
葛珮帆指出，市民私隱資料外

洩，對市民所造成的潛在威脅，包
括被用作借貸、作為行騙工具、被
偽造證件或身份，及被更改選民資
料。至於補救方法，葛珮帆建議，
處方應盡快檢討更改選民資料的程
序，及向市民加強宣傳，教導市民
懷疑資料被盜用時的處理和求助方
法。
葛珮帆還提到，政府應立即檢視

部門處理個人資料的安排，並就處

理市民私隱，盡快制定相關的程
序，及加強加密級別，制定針對不
同事故下的應變方案。同時，向各
公私營服務機構制訂措施及指引，
加強有關資料的保安、降低市民資
料被盜用的風險。當更換新一代智
能身份證時，政府可研究一併進行
選民資料認證、配合發送電子身份
證，推動電子認證，令市民日後在
政府部門更改個人資料時，可以更
有效率及得到更佳的保障。
此外，葛珮帆呼籲市民，注意個

人資料有否被修改，一旦有懷疑應
立即報警，並小心偽冒公私營服務
機構的來電及到訪，切勿隨意向他
人透露個人資料，以防受騙。

■葛珮帆(左)建議選舉事務處應盡快檢視有關更改
選民資料的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愛護香港力量」
將一連數月在全港不同地點設街站收集聯署，促請法
院從速檢控違法「佔領」參與及煽動者，並要求當局
設立「監察司法及量刑委員會」，讓公眾參與監督司
法審判，防止出現濫用權力或判刑失誤的情況。昨日
首個聯署街站設於佐敦莊士倫敦廣場外，發言人李家
家表示，目標收集至少5萬個簽名遞交予新一屆政
府，促請當局傾聽民意，嚴懲「佔領」分子，監察司
法不公現象。

市民踴躍 日收集數千簽名
李家家表示，市民對街站反應踴躍，相信每日約
可收集到數千個簽名，日後會陸續往銅鑼灣、灣仔、
沙田、旺角等人流多的地點擺設街站，希望取得更多
市民支持。她續說，今屆政府任期即將結束，擔心若
將簽名遞交予今屆政府或會遭擱置，計劃於七一回歸
日後一併遞交新政府處理。
她指出，近年示威者暴力衝擊不斷升級，由踢門
破窗、損壞他人財產、腳踢前線警員，到去年旺角暴
亂縱火掟磚，日益嚴重。她認為，暴力盛行的其中一
個原因是法院對暴行的輕判，暴徒在審判後或無罪釋
放，或判社會服務令、感化令了事，令暴徒有恃無恐
變本加厲。她又指，同類案件在不同法官仲裁下，結
果千差萬別，難令市民信服，故倡議設「監察司法及
量刑委員會」讓公眾參與，監察司法界濫用權力或判

刑失誤情況。
家住將軍澳特地前來簽名的陳先生認為，七警案

及曾健超案反映現時司法不公，擔心會引導年輕人更
頻繁使用暴力破壞社會。他說，在港生活逾60年，
近年社會尤其亂，強調爭取民主自由不代表可以任意
衝擊法律，法治是最基本的底線，任何人違法都應受
到懲戒。

市民批政客搞破壞

李先生認為，現時香港有政客以民主為幌子搞破
壞，強調真正的民主不應該與暴力掛鈎。李先生說，
自己曾因「佔領」堵塞交通而影響工作，希望法官考
慮「佔領」對基層市民生活及工作的妨害，作出公正
判決。
胡小姐認為，有時候法官判決與民意相差太遠，

又指近年粗口、衝擊、暴力行為愈來愈多，擔心未來
小朋友受社會風氣敗壞的影響變得極端及藐視法律，
認同成立「監察司法及量刑委員會」。

「愛港力」蒐簽名 促速控煽「佔」搞手

■聲言要將
「賣港賊」
「斬首示眾」
的帖子。
網上截圖

■21個反對派人士被指「賣港」，「搶劫
香港人」。 網上截圖

■帖子以「牠們」來形容反對派中
人。 網上截圖

■「愛護香
港力量」發
起街站聯署
行動，促請
當局從速檢
控「佔領」
參與及煽動
者。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