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就3月立法會補選在昨日舉行所謂「初選」實體投票，各「參選人」

為爭出線同室操戈，怪招盡出，「初選」亦問題多多，極其兒戲。其中在九龍西，清晨有人在「瀆誓四丑」

之一姚松炎的直幡下，張貼印有民協前立法會議員馮檢基頭像的「反對抹黑」海報，民協否認是他們所為。

另外，馮檢基全日安排旅遊巴接送區內居民前往投票，姚松炎批評做法「影響民主運動」，並組織單車拉票

團力抗。至於在新界東，畢業不久的學聯前常委張秀賢「落重本」，租用開篷巴士穿梭多區。雖然主辦方

「民主動力」聲稱會要求投票者出示住址證明，以確認當區居民身份，但有人反映即使未能出示仍可投票。

反對派兒戲「初選」票亂投
無住址證明一樣得 狂出怪招插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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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補選
將於3月11日舉行，但反對派一早已開始造
勢，藉搞「初選」名義讓各派人馬不斷露面
博宣傳，昨日更舉辦「初選」實體票站投票
去進一步催谷，並為新界東和九龍西兩區
「挑選」參選人云云。「保衛香港運動」一
行28人昨日就遊行到北角廉政公署總部，抗
議反對派以「初選」為名，實際上則偷步為
參選人宣傳，質疑他們對選舉造成不公，違
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他們
又表示，所謂「初選」是被「佔中三丑」之
一的戴耀廷所操控，是操控選票，質疑戴耀
廷與反對派參選人有利益輸送，要求廉署展

開調查。
「保衛香港運動」一行人在早上11時，首
先在鰂魚涌港鐵站外集合，再遊行到廉政公
署總部門口請願。廉署派員接收請願信，主
席傅振中之後再進入廉署舉報。

傅振中：圖製虛假選舉結果
傅振中批評，今次立法會補選的提名期，
為明日至本月29日，但提名期還未開始，反
對派就炮製了一場所謂「初選」的活動，實
際上只是偷步為反對派參選人造勢，企圖欺
騙選民，混淆視聽，製造虛假選舉結果，讓
市民誤以為反對派勝出，影響選民的投票意

向，對正式的立法會補選不公平。
傅振中指出，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第二條，選舉廣告包括任何促使
或阻礙一名或多名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而公
開發佈的訊息，及任何人士或組織，在選舉
期間或之前，透過任何形式發佈，直接或間
接呼籲選民投票或不投票，於某些候選人、
所屬組織等，有關舉措均被視為選舉廣告，
亦應被列入選舉開支。
傅振中還表示，今次向廉署舉報，主要投
訴「幕後黑手」戴耀廷，及所有參與今次
「初選」的人，並要求廉署主動介入，調查
是否有人違反選舉條例，操控是次補選。

有份落場玩反對派
「初選」嘅學聯前常委
張秀賢，早幾日報稱俾

人襲擊，不過唔使兩日，原本唔可以屈曲嘅右
手，就俾網民發現已經完全康復，仲可以落力
派傳單添（）。成班村民就繼續質疑，張秀
賢「遇襲」似乎真係自導自演啦。
早前有網媒踢爆張秀賢俾人跟蹤嗰陣，竟

然有大街唔行行巷仔，被稱為施襲者嘅嗰兩
個男人本來施施然咁行，無幾步之後就好似

聽到導演嗌「Action」咁急步跑，就令到成
件事撲朔迷離嘞。

首日未能屈曲 次日未能伸直
「無敵神駒」仇思達噚日就整咗張圖，概括

張秀賢報稱遇襲之後嘅傷勢同康復進度，例如
報稱遇襲當日就係「右手未能屈曲」，第二日
上庭嗰陣就變做「右手未能伸直」，第三日開
街站嗰陣更加「完全康復」，伸盡晒隻右手咁
手指指！神駒仲特登tag（標籤）埋張秀賢，
話佢「傷勢嚴重」，請大家「為佢祈禱」喎。
神駒班「益友」當然唔會放過張秀賢啦，

「KH Wong」就覺得佢一係用咗龍珠許
願，一係就食咗仙豆。有啲就一口咬定佢係
做戲，「Sumwunn Speshal」鬧爆佢未做議
員先做政棍，「陳秀珠」就「讚」成套劇情
耐人尋味、引人入勝，仲以為係以前撈編劇
嘅「熱狗」過氣「首領」狗達（黃洋達）寫
嘅。「Bean Y C Ho」就繼續玩膠，祝佢吉
人天相，「早日脫離危險期。」
體會到「人間有愛」之後，張秀賢亦都喺

神駒個帖文度留言：「多謝關心！」唔知呢
幾粒字係咪用右手打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手傷忽然「能屈能伸」張秀賢「遇襲」疑造假

反對派疑偷步造勢「保港」促廉署徹查

雖然投票時間在昨日早上9時才開始，
但戰幔早於清晨已經揭開。姚松炎的

團隊投訴稱，清晨在黃埔票站對出發現有
人在姚的直幡下貼上大量印有馮檢基頭
像、寫有「反對抹黑」的海報，張貼者拒
絕透露動機和身份，之後在石硤尾票站附
近也發現同類海報，擔心「有人」試圖影
響選情、破壞「初選」形象。
民協否認製作及張貼海報，並稱這對「參
選人」有欠尊重及公允。

朱凱廸單車團助姚拉票
投票開始後，不時有旅遊巴駛至石硤尾票
站，車上大多為長者，部分人表明會投票予

馮檢基。姚松炎批評馮以旅遊巴接載選民，
影響選情及「民主運動」，尤其在馮的宣傳
單張上印有旅遊巴路線及班次等資料，明顯
構成提供利益，失去反對派「不為私利」的
原則云云。馮稱提供旅遊巴接送是「中
性」，符合選舉條例及「民主動力」的規
定，即使乘搭其旅遊巴，亦可投票予姚松
炎，「選民絕對有獨立意志」。
姚之後不時以「我無旅遊巴」等字眼「單
打」馮，更組織包括「自決派」立法會議員
朱凱廸的單車拉票團，構成強烈對比。
姚松炎全日除獲不少反對派政團支持，包

括公民黨、「專業議政」、「香港眾志」、
工黨、「人民力量」等，還有早前被廉署拘

捕的康宏環球前主席王利民。王利民在face-
book上載與姚松炎宣傳單張及「香港眾志」
秘書長黃之鋒等的合照，稱自己已經投票。
九龍西另一名「參選人」、民主黨袁海文相
比之下近乎隱形。

張秀賢「土豪式」租開篷巴宣傳
新界東方面，早前報稱遇襲的張秀賢仍繼

續拉票，未有受報稱的傷勢影響，除租用開
篷巴士穿梭多區，更獲「佔中三丑」之一陳
健民站台。不過，親「本土派」的「無敵神
駒」仇思達在facebook質疑其資金來源，稱
他除聘請幾個受薪全職助理、租開篷巴士拉
票、在社交媒體「洗版式」賣廣告，「仲有

錢租地方搞競選總部，係講緊數以十萬計嘅
錢。」新界東另外兩名「參選人」為「新民
主同盟」前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及工黨主席郭
永健。
另外，網媒《輔仁媒體》總編容樂其在
facebook匿名分享網民訊息，該網民指自己
即使沒有出示住址證明也可投票，親反對派
的時事評論員王岸然留言稱：「我估，只係
一場假戲。」
昨日的實體投票為「初選」一部分，佔
45%，另外45%為電話民調，其餘10%為反
對派政團投票，整體得分最高者會代表反對
派出選九龍西及新界東。
「民主動力」今日會公佈結果。

反對派
成日口講
民主，但

一到選舉，唔係叫人含淚投
票，就係幫市民「規劃」好
晒。話說立法會嘅建築、測
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席
因為姚松炎前年宣誓玩嘢被
DQ而懸空，姚松炎自己選
擇空降西九補選，反對派就
「規劃」好由南區區議員司
馬文出選，噚日做埋宣佈。
司馬文接受媒體訪問時仲打
晒開口牌，話已經同民主黨
吳永輝傾掂數，只會有一個
人出選，相信對方會「信守
承諾」喎。但人哋係咪認同
由你出選先？
睇住反對派點樣開聲搶

位，點樣用霸權迫走其他
人，真係學到好多嘢。
司馬文噚日宣佈以「Co-

Vision」團隊名義出戰補
選，唔少人當然問佢咁有傳
有意參選嘅吳永輝呢？司馬
文就話，佢哋之前已經傾掂
數，話同意只係一個人出
選，咁吳永輝邀請過前財爺
鬍鬚曾（曾俊華）出選，而
鬍鬚曾又唔出，所以討論應
該結束，佢咪宣佈囉，相信
對方會「信守承諾」。

姚松炎怪吳永輝「唔講聲」
咪住，係問緊吳永輝喎。司馬文就

答完㗎啦，但姚松炎都有幫手防守吓
嘅。
姚松炎話，吳永輝冇同佢講過想參

選，仲怪返人哋轉頭話「又唔同我講
聲」，最後再加多句「希望佢以大局
為重」，你話幾絕呢。
雖然司馬文明明唔係建築、測

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嘅選民，有
機會入唔到閘，但反對派好多人已
經認為佢係最佳人選，似乎佢今次
開咗聲話出選先，吳永輝都冇乜機
會嘞。
司馬文就話，自己過去一直有從

事相關工作，前年選委會選舉都入
到閘，覺得自己今次都冇問題。佢
仲講明，自己擁護基本法，唔支持
「港獨」咁話。
咁樣睇，民主黨今次補選都幾陰

功，九龍西又要讓姚松炎上，姚松炎
原本嗰席又要讓司馬文上，最慘係網
民「Chui Lan Lau」仲覺得係民主黨
唔啱︰「係（喺）九西已經玩嘢喇，
如果民主黨再係（喺）界別補選到
（度）做二五 ，會兩邊唔到岸，佢
阿爺及真正支持民主嘅人必定徹底摒
棄。」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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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香港運動保衛香港運動」」到廉政公署總部門口請願到廉政公署總部門口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神駒用圖概括張秀賢的神駒用圖概括張秀賢的「「極速康復極速康復」」過過
程程。。 fbfb圖片圖片

■■張秀賢豪租開篷巴士拉票張秀賢豪租開篷巴士拉票。。 fbfb圖片圖片

■■馮檢基的單張印有旅遊巴路線及班次馮檢基的單張印有旅遊巴路線及班次
等資料等資料。。 fbfb圖片圖片

■■姚松炎直幡下出現姚松炎直幡下出現「「反對抹反對抹
黑黑」」海報海報。。 fbfb圖片圖片

■■朱凱廸為朱凱廸為
姚松炎踩單姚松炎踩單
車助選車助選。。

fbf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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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奇妙電視J2台

6:00 香港早晨及交通消息
8:10 香港早晨
8:55 瞬間看地球
9:00 交易現場
9:30 深港滬通
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金牙大狀（貳）
10:30 孤芳不自賞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拆局專家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20 時事通識及瞬間看地球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深港滬通
2:45 難兄難弟之神探李奇
3:45 花生動畫及交易現場
4:15 查查林部隊
4:50 Think Big天地
5:20 忍者亂太郎
5:50 財經新聞
6:00 鏗鏘集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那年花開月正圓
7:30 東張西望及千日B計劃
8:00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8:30 平安谷之詭谷傳說
9:30 溏心風暴3
10:30 食得好健康及環球新聞檔案
11:00 晚間新聞
11:30 新聞檔案
11:35 天氣報告
11:40 瞬間看地球
11:45 娛樂頭條
11:50 我本善良
1:00 皆大歡喜
1:35 今日VIP
2:05 東張西望
2:35 無間音樂
3:35 拆局專家
4:30 細說名城

6:00 金融概要
7:00 平約瑟牧師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小小探索家
9:30 湯馬仕小火車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GTN環球瞭望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5 交易現場
4:00 Miffy繽紛世界(I)/(II)
4:30 見習小武士(II)
5:00 我係阿發仔(XXI)
5:30 深海探險隊(II)
6:00 財經消息
6:05 新晉廚神遊歐洲
6:35 港生活．港享受
7:00 笑笑小電影(XXVII)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8:00 明珠檔案
8:30 美國小廚神(IV)
9:25 入廚易
9:30 話說當年
9:35 Top Gear(XXIV)
10:40 環球金融速遞
10:45 枕邊大話王
11:40 財經速遞
11:45 晚間新聞
12:05 箭神(III)
1:00 葛咸城(II)
1:50 入廚易
2:00 Top Gear(XXIV)
3:00 美國小廚神(IV)
3:50 明珠檔案
4:20 新晉廚神遊歐洲
4:45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HEALER追擊
7:00 有愛一家人
8:00 求婚大作戰
9:00 K小姐懶人包
9:30 滋味行
10:30 無間音樂
11:30 堅持信念跑更遠
11:35 兄弟幫
12:00 漂亮的李慧珍
1:00 師任堂
2:00 HEALER追擊
3:00 有愛一家人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年輕人讚起來
5:05 激Fun新西蘭
5:30 安樂蝸
6:00 80後環遊世界
7:00 漂亮的李慧珍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堅持信念跑更遠
8:35 台灣第一等
9:35 搵食飯團
10:05 求婚大作戰
11:05 師任堂
12:00 兄弟幫
12:30 超級勁歌推介
12:35 早着先機
1:45 搵食飯團
2:20 搜搜首爾
2:35 師任堂
3:30 年輕人讚起來
4:30 激Fun新西蘭
5:00 安樂蝸
5:30 火影忍者疾風傳

06:30 時事摘錄
07:00 香港故事-香港衝線
07:30 早辰．早晨
08:05 千禧年代
09:00 一屋住家人
09:30 同里有親
10:00 黃金歲月
10:30 非常平等任務
11:00 零距離科學
12:00 獅子山下 經典重溫
13:10 精靈一點
14:00 左右紅藍綠
14:05 文藝港台
15:00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勝者匯演
16:00 自在8點半
17:00 童遊香港地
17:25 左右紅藍綠
17:30 天人合一
17:55 警訊
18:00 香港故事-後浪潮．人
19:00 19:00新聞簡報
19:15 Harry哥哥好鄰居II
19:30 小農夫大作物
20:00 鏗鏘集
20:30 自在8點半
21:30 世情2
22:30 新聞天地
23:00 鏗鏘集
23:30 五夜講場-是男非男
00:30 世情2

06:00 朝聞天下
08:36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

(生活圈)
09:25 槍口-21-23
12:00 新聞30分
12:37 今日說法
13:17 遙遠的距離-1-4
16:49 第五批中國夢歌曲

(30首)-嚮往
16:57 第一動畫樂園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40 焦點訪談
20:06 換了人間-11-12
21:59 晚間新聞
22:38 尋寶-我有傳家寶
23:41 中華民族
00:22 生活提示
00:31 人口
00:53 晚間新聞
01:25 動物世界
02:12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

(生活圈)
02:56 2017挑戰不可能第三季-

第三期重播
04:29 今日說法
04:57 新聞聯播
05:27 人與自然

07:00 鳳凰早班車
09:00 文化大觀園
09:30 笑逐言開
10:15 龍行天下
11:00 大政商道
11:30 風雲對話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3:00 資訊快遞
13:35 名人面對面
14:00 文化大觀園
14:25 領航者
15:00 資訊快遞
15:30 生命密碼
16:15 鳳凰大視野
16:50 名言啟示錄
17:00 有報天天讀
17:25 紀錄．大時代
18:00 全媒體大開講
19:15 今日視點
19:20 時事亮亮點
19:55 設計家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0:55 名言啟示錄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今日看世界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香港新視點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全媒體大開講
01:50 鳳凰大視野
02:25 世紀大講堂
03:00 紀錄．大時代
03:25 今日看世界
04:00 名言啟示錄
04:05 鳳凰焦點關注
04:30 鳳凰全球連線
05:00 有報天天讀
05:30 香港新視點
05:55 紀錄．大時代

6:00 創富早餐
7:00 Cable早晨
9:00 開市埋位
10:00 交易所直播室
10:30 財經即時睇
11:00 窩輪攻略
12:00 財經即時睇
12:30 有線新聞
1:00 開市埋位
2:00 交易所直播室
2:45 外匯先機
3:00 財經即時睇
3:30 商品有價
4:00 交易所直播室
5:00 大行報告
5:30 正義紅師
6:00 鬼馬小靈精
6:30 翱翔百年
7:00 甄嬛傳
7:30 新聞最前線
8:00 瀛遊全世界
8:25 奇妙一分鐘
8:30 名不虛傳
9:25 娛樂即日鮮
9:30 有品位的她
10:30 喜出望外
11:00 十一點最前線
11:25 奇妙一分鐘
11:30 娛樂新聞
12:00 舞吧！韓日住囉囉
12:30 名不虛傳
1:30 有品位的她
2:30 喜出望外
3:00 瀛遊全世界
3:30 那些年．娛樂巴巴閉
4:00 舞吧！韓日住囉囉
4:30 翱翔百年
5:00 娛樂新聞
5:30 甄嬛傳

06:00 早晨新聞
09:00 智富通
10:00 繁星四月
11:00 智富通
12:00 午間新聞及以讀供讀
12:30 喜．雙飛
13:00 智富通
13:30 大撲
15:00 智富通
16:00 赤髮白雪姬
16:30 機器戰士TOBOT
17:00 怪盜小丑
17:30 快樂童盟
18:00 6點新聞報道及新聞智庫
18:30 警訊
19:00 繁星四月
19:50 體育係...300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河伯的新娘2017
21:55 Line Offline
22:00 煮吧！換咗我阿媽2
22:30 P牌網購團
23:00 十五分鐘熱度
23:15 Girls' Talk-扮靚錦囊
23:30 晚吹-有病有真相
00:00 深宵新聞
00:30 恐怖醫學
01:30 河伯的新娘2017
03:00 晚吹-有病有真相
03:30 大撲
05:00 繁星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