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國謙：維護國家安全是人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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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妖「風雲」抽水區選
妄想操控特首選舉

若破產必再失議席 建制籲選民留意
「瀆誓四丑」因違反宣誓條例

的規定而喪失議員資格，立法會
亦正開始追討4人此前申領的薪

津以及預支，惟「四丑」之一姚松炎近日就傳出或
會參加明年立法會補選。多名建制派議員「提醒」
姚松炎倘再參選，就要注意法例中有關宣誓以至破
產等相關規定，而選民在投票時也須留意，以免有
人當選後再被DQ，要浪費時間和公帑再去補選。

梁美芬：免浪費公帑
城大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議員梁美芬昨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分析，由於姚松炎還有官
司在身，加上欠下立法會薪津，可能要面對破產
的命運。根據法例，議員一旦破產就會失去議員
資格，立法會屆時就要再另行補選。為免浪費公
帑，姚松炎在報名參加補選前，應先審視自己是
否具備所有資格，而選民在投票時也應考慮這一
點。

張國鈞：應衡量是否違例
身為律師的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指出，根據立法

會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未獲解除破產者會喪失獲
提名為候選人或當選為議員的資格，任何人在參選
時都應當衡量自己是否有可能違反相關的法例規
定。

黃國健勸檢視是否符條件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表示，根據選舉條例，凡符合

資格者都可以參選，沒有人可以阻止，但他奉勸姚
松炎在參選前，應該檢視一下自己是否符合參選條
件。

馬逢國：必須遵守基本法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指出，根

據選舉法例，參選人須獲選舉主任確信其會遵守基
本法及維護「一國兩制」，姚松炎倘要參選，就必
須符合有關的要求。
不過，他當日就是因宣誓問題而喪失議員資格，

倘要「捲土重來」，應該先確保自己符合有關的參
選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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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鼓吹的「風雲計劃」，是要協
調反對派參與 2019 年區議會選

舉，目標是要在港九、新界分別贏得105
個至112個以上的議席，讓反對派在特
首選委會選舉中取得選委會第四界別的
117個選委席位，令中央難以「操控」
2022年的特首選舉云云。
他近日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稱，

伍凱欣在東華區僅以百多票之差勝出，是

因為「中西區規劃及保育街坊聯盟」成員
羅雅寧轉向支持伍凱欣，而這個道理其實
與其「風雲」一脈相承，正好反映其計劃
的「可塑性」。
戴耀廷稱，他有意將這個所謂「東華
模式」複製到十八區，讓不同反對派黨
派在下屆區選共同解決「撞區」的問
題，又聲言計劃已「取得進展」，有三
四區願意成立「聯盟」，更稱希望在來

屆區議會選舉時，能夠推動400名反對
派中人參選。

葛珮帆：圖挑戰中央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戴耀廷是策動違法
「佔領」的發起人之一，一直公開煽動
學生以違法手段挑戰政府，現時更企圖
以所謂「風雲計劃」操控選舉，影響未
來的特首選舉，挑戰中央政府對香港的
管治權，破壞「一國兩制」，香港社會
大眾不可不防，特區政府更必須檢視相
關法例，阻止類似行為。

梁志祥：「背後勢力」亂港
民建聯新界西議員梁志祥指出，區議
會選舉鬥的是地區服務的成績，伍凱欣
還得到民主黨多名重量級人物的支持，
其「明星效應」令身為「政治素人」的
對手蝕底，與什麼「計劃」毫無關係。
事實上，戴耀廷在違法「佔領」後不

斷提出「乜計劃、乜行動」，現在繼續
胡說八道，相信是其「背後勢力」要求
他做「反對派共主」，繼續搞亂社會。

何啟明：戴妖不懂區會生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出，戴耀

廷看見民主黨中人在東華補選時勝出，
就當自己是軍師，叨別人的光來自高身
價。戴耀廷的言論，反映他不懂區議會
的生態，和立法會與地區之間的分別，
才會妄想以「倒模」的方式去操控區議
會選舉。

鍾國斌：戴妖只想「搞亂檔」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則指，在中西區區
議會補選中，自由黨成員楊哲安在山頂
勝出，反映當選者靠的是地區服務，而
東華選區多年來都是民主黨地盤，伍凱
欣在區內多年，最終當選與什麼「計
劃」毫無關係。戴耀廷再提什麼計劃、
行動，只是想「搞亂檔」而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各黨派就立法會補選問題一直
傾唔掂數，各方不斷打「開口
牌」。
負責協調反對派選舉的「民主動

力」近日舉行會議後，有傳媒即報
稱「瀆誓四丑」之一的姚松炎將會
參加九龍西補選，甚有「造王」之
嫌。不過，未知是否未協調好利
益，反對派其後又統一口徑，稱一
切交由「初選」機制去確定人選。
有「消息人士」此前聲稱，前民主

黨成員區諾軒獲激進「本土派」支持
參加明年立法會九龍西補選，但被他
「婉拒」。
近日，再有「消息人士」聲言，激

進「本土派」有意游說姚松炎參選九
龍西補選。姚松炎在接受傳媒查詢時
稱，自己未收到初選邀請，而反對派
的協調機制已「發揮作用」，自己傾
向參與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
界的補選。
各反對派議員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則

未有直接回應。公民黨黨魁楊岳橋
稱，有實力者自然獲得選民青睞，凡
有興趣者均可參與初選。
民主黨議員尹兆堅則稱，初選安排

最為理想，可解決多名反對派候選人
拉薄票源的問題。

發現對己不利 隨時反面離場
目前，不同板塊的反對派都希望派

員參選。其中，傳統反對派正全力推
初選機制，但對激進「本土派」的誠
信存疑，認為他們一方面派員參加協
助機制，但在發現對自己不利時隨時
會反面離場，故對初選機制能否確定
反對派只派一人參選，對此未感樂
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西區區議會東華區日前的補選，

曾經「兩連敗」的民主黨成員伍凱欣終於當選。「佔中三丑」之一

的戴耀廷立即抽水，聲言可套用「東華經驗」，充實其「風雲計

劃」，以「攻陷」更多區議會議席，左右2022年特首選舉云云。多

名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批評戴耀廷繼「雷動計劃」後，試圖再搞所謂

「風雲計劃」操控區議會選舉結果，更明言要左右未來的特首選

舉，目的是挑戰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特區政府必須檢視相關

法例，堵塞漏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本月中舉行，提名
期將於下周一結束，截至昨日下午5時
半為止，已有33人報名。尋求連任的
民建聯會務顧問葉國謙、民建聯副主
席陳勇、南旋集團主席王庭聰昨日下
午報名參選。首次角逐的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前局長譚志源、教育評議會主
席何漢權及自由黨成員陳曉峰等亦已
遞交報名表。
葉國謙強調，他倘成功連任，必定
會推動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維護國家

安全是人大代表其中一個重要職責。
如果我能夠有機會繼續爭取到連任，
我一定會對香港公民負責任，在香港
推動包括二十三條立法方面，我會一
定去推動。」

陳勇盼完善港人在內地待遇
陳勇則指，以往一直均爭取在內地的

港人享有更好待遇，故期望可爭取連任
繼續推動完善港人在內地的公民待遇，
讓港人分享到國家發展的榮光，並會關
注跨境食物安全、醫療等範圍，做到內
地與香港優勢互補。

王庭聰：關注國家安全環保
王庭聰則指，倘成功連任，會繼續為
市民發聲，而他關注國家安全和環保議
題，希望國家越來越強大，為國家和香
港服務。

戴德豐莊成鑫陪譚志源報名
譚志源就在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中華

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莊成鑫陪同下報名參
選。他透露，倘當選將會做好中央與特區
的溝通橋樑工作，亦會推動現屆特區政府
展開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工作。被問

到二十三條是否應以斬件式進行立法，他
回應表示，法律上要交特區政府、律政司
司長考慮，政治上要交由特首和保安局決
定，個人認為應一次過進行立法，「全部
放上枱面，清清楚楚」，以免被人認為是
「留前鬥後」。

何漢權：推中史教育
何漢權則指，倘成功當選會推動中史教

育，「推動國史教育十分重要。國史教育
的推動，可以對國情掌握，例如國歌《義
勇軍進行曲》，我們應否尊重？如果不尊
重，應該如何？」

所謂「講就兇
狠 ， 做 就 毓
民」，激進反對

派講起嘢上來就勢兇夾狼，咩嘢「革
命」，「唔怕流血」，但有事就自己
坐的士走先。有意參加明年立法會新
界東補選嘅學聯前常委張秀賢，前晚
就遇上工聯會嘅鄧家彪，仲牙斬斬話
要質問對方，結果當然冇件事，仲話
係因為對方「逃走」咁話，結果鄧家
彪就挑機叫佢昨晨去北區搵佢，結果
張秀賢話自己有到北區，但就完全冇
下文。唉，大個仔（㗎）啦，咁樣呃
Like係冇用（㗎）！

牙斬斬話要質問 點知冇件事
話說張秀賢前日傍晚六點幾喺 fb上
載咗張隔住幾丈遠、影住鄧家彪同街
坊傾偈嘅相，話自己喺坑口擺街站講
巴士減價問題時，「突然野生捕獲到

鄧家彪」，仲問：「大家有乜想問
佢？」搞一大輪，都有十幾個留言
嘅。
其後，佢又上載另一張鄧家彪已離開

的照片，話「民建聯、工聯會、新社聯
鄧家彪呢，就趁住我同緊街坊傾緊計
（偈）嘅時候逃脫，得返幾個細嘅同埋
一堆旗海、易拉架陣……」喎，仲標註
咗「關鍵時刻又走人」、「認真派傳單
唔好揸流攤」等字句。

屈阿彪「逃走」呃Like
少年，你要問一見到對方就衝上前

問啦，既然冇膽問嘅，點解仲要屈人
「逃脫」呢，唔通咁樣顯得你「勇
武」啲？鄧家彪睇到張秀賢嘅帖文，
就上載咗幾張自己當時去咗參加香港
康樂事務職員總工會15周年會慶暨會
員大會嘅照片，並發文「回答中大校
友張同學」。

他在帖中說：「阿彪去咗邊？原來，
我同陳家珮（新民黨區議員）去咗工會
活動，聽前線公務員心聲。講明同舟共
濟，一整日，阿彪接觸中產─基層─打
工仔─小商戶─大學生，聽佢地（哋）
心聲，香港係由大家組成嘅！想狙擊阿
彪，明（昨）早七點去北區搵我啦。」
不過，似乎冇嘢可以阻止張秀賢抽吓

水，佢昨日就再發帖，話「乜咁啱呀！
我今（昨）朝真係喺北區。繼續街站宣
傳關注免收巴士隧道費呢個議題！」佢

仲問：「咁你幾時先當面同我傾計
（偈）」喎！
事實上，鄧家彪昨日上午真係喺祥華
邨講佢嘅巴士服務倡議，包括為方便北
區居民，要求開設粉嶺直接到達大埔拿
打素醫院的巴士，同要求九巴開更多行
經大欖隧道的巴士線（定價要較低
廉），避免吐露港塞車問題。佢吊喺fb
直播添，你張秀賢如果真係咁想搵對
方，點會搵唔到吖？後生仔，唔好多多
藉口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口噏狙擊鄧家彪 張秀賢「勇武」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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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圖操控區選必須懲處

圖複製區選的「東華模式」
剛剛結束的中西區區議會補選之
中，民主黨的伍凱欣在東華選區險
勝。戴耀廷對此得意洋洋，聲稱這正
是體現了反對派合作的重要性，也是
證明其推出的「風雲計劃」在2019年
區選的可行性，揚言今後要將「東華
模式」複製到18區。所謂「風雲計
劃」，就是戴耀廷在今年特首選舉後
提出來的一個意圖操控2019年區議會
選舉的方案，要反對派取得協調，在

18個選區各自組成一隊非建制派聯
盟，建立共同的「民主」品牌，以獲
取更多區議會議席，令反對派可以左
右2022年特首選舉大局。
近來，戴妖四處活動，游走在反對派

的各個團體及派別之間，就是在全力推
銷他這一套貨色，企圖讓反對派在各個
選區之中達成協調，共同推出一組人馬
出來參選，避免票源分散。此外，戴妖
還挖空心思，要找出那些在立法會選舉
中會投票、但在區議會不會投票的人。
他認為這類人佔整體選民約10%，而當

中大約八成會支持反對派。以今屆立法
會整體投票人數約為220萬來計算，即
還有約18萬名反對派的潛在支持者，
如果把他們都動員出來投票，就可以在
許多選區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反制「風雲計劃」
戴妖目前正在推動的「風雲計劃」，

就是要扮演反對派的區選盟主，掌控反
對派參選者能否出選的生死大權，企圖
在每個選區均成立一支認同反對派理念
及來自不同光譜、政黨、組織的聯盟，

以及招募和培訓非建制派「素人」，在
2018年中開始落區積極備戰，針對社
區需要提供服務，以累積地區服務票，
爭取拿到更多選票。戴妖搞的這一套，
從推出起就受到反對派內部的種種抗拒
及質疑，以戴某之誇誇其談，本身野心
雖大，卻缺乏政治謀略和實力，要整合
反對派的各個山頭成為一隊，恐怕只是
空中樓閣及癡人說夢。不過，對其蠱惑
性及選舉公平公正的破壞性，有關方面
也不宜掉以輕心，應採取積極的措施予
以反制。
戴耀廷是香港回歸以來規模最大的違

法「佔中」行動的策劃者、教唆者、組
織者，令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戴耀廷又大力
推動所謂「雷動計劃」，這根本就是一
場明目張膽的大規模配票行動，操控選
民的投票意向，涉嫌觸犯《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這些舊賬還未清
算，戴耀廷又在積極策動旨在操控
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風雲計劃」，
同時也為下一屆特首選舉再次「造王」
作準備。從這些事實就不難看到，戴耀
廷是造成香港近年法治不彰、亂象叢生
的罪魁之一，更是嚴重破壞選舉公平公
正進行的主要禍根。

應盡快將戴妖繩之以法
目前，戴耀廷雖然因為策動違法「佔

中」而被控以「串謀公眾妨擾」等罪，
但法律程序過於緩慢，令其至今沒有受
到應有的懲罰和制裁。法治遲遲不彰，
失去阻嚇作用，令戴耀廷肆無忌憚，依
然在大肆進行涉嫌違法的操控選舉活
動。本港司法機構須盡快將戴耀廷繩之
以法，這是捍衛香港法治核心價值、維
護選舉公平公正的迫切要求。

一直不甘寂寞，企圖操控選舉的戴耀廷，日前在接受傳媒專訪時聲稱，要把日前民主黨在中西區

區議會補選成功的模式複製到18個區，全力推動其拋出的「風雲計劃」，力爭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

中攻陷更多議席，並左右2022年特首選舉云云。戴妖過往不僅策動違法「佔中」行動，而且屢次公

然涉嫌違法操控選舉，劣跡斑斑、臭名昭著，但至今尚未受到法律制裁，成為香港社會一大咄咄怪

事！舊債未清，如今他又出來搞事，當局再也不能姑息縱容，必須依法懲處其違法行為。

華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