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東區區議會流會
後，建制及反對派議員分別舉行記者會表達對事
件的看法。本身是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的區
議員邵家輝表示，會議旁聽市民需要實名登記，
並引述消息指有示威者未有循安排事先實名登
記。周庭及黃之鋒均未有正面回應是否有實名登
記。
東區區議會主席、民建聯的黃建彬在會見記者時

明確指出，區議會的公眾旁聽的規矩，是旁聽市民
要提前15分鐘進入議會，而當自己進入議會時，
17個旁聽席位已坐滿，不明白為何仍然有持證件
者未進入議事廳。
邵家輝補充，區議會會在會議當日早上11時半

開始實名登記旁聽公眾身份，他收到消息「最後兩
三個」公眾未有循安排事先實名登記，暗示周庭及
黃之鋒未有遵從安排。反對派議員其後在記者會也
承認區議會近年已實名登記旁聽公眾身份。
周庭及黃之鋒於會見傳媒時被問及實名登記經過

時，只稱周庭的選舉經理蔡俊賢於昨日凌晨4時許
已經排隊登記，最後仍然不能進入會議廳旁聽，卻
未有交代兩人是否有實名登記。

「庭」「鋒」博大霧
疑非實名「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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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鼓 吹 「 自

決」而被DQ的
周庭，企圖藉港

島區選舉主任鄧如欣出席東區區議會
會議之際，夥同黃之鋒和多名反對派
人士前往狙擊，導致區議會流會收
場。區議會與立法會補選毫無關係，
這班惱羞成怒的激進分子，在錯誤的
時間、錯誤的地點，做了錯誤的事。
如此違法亂紀之徒，竟然惡人先告
狀，反譴責區議會阻止其進入會場表
達意見，顛倒是非。這些激進之人被
DQ，絕對是香港之福。

昨日黃之鋒、周庭等人，擺出一
副興師問罪的嘴臉，拉大隊到區議
會，要求選舉主任解釋 DQ 周庭的
理據。他們在會場外高呼口號，更
企圖硬闖會場，導致其他與會的區
議員無法出席會議，其間甚至有人
跌坐地上。

周庭被DQ，是因為她和「香港眾
志」聲稱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
領，明顯違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衝
擊「一國兩制」底線。「香港眾
志」、周庭還要求解釋什麼？是看不
懂中文，還是聽不懂人話？

雖然選舉主任身兼民政專員，但兩
者身份不同，區議會是處理地區事務
的地方，絕對不是有關人等糾纏參選
資格的場合。

香港是法治之區，選舉主任依法履行職責，
理應獲支持。正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所指，若
有關人士不滿，大可循司法途徑提出呈請。
「香港眾志」口口聲聲「守護香港」，實質上
是視法律如無物，唯我獨尊，聲大夾惡地恐嚇
選舉主任，這是絕不被法律容許的。

猶記得「青政雙邪」被DQ之後，糾眾衝擊立
法會會議廳，結果惹上官非；如今周庭被DQ，
又有樣學樣衝擊區議會，明顯「唔識死」，更暴
露這班人實乃一丘之貉，DQ其參選資格絕對正
確無誤。選舉主任對香港負責任，把好關，守住
了法治的底線。 ■林暉

建制批搞大「庭」事為「炎」造勢

陰招避登記「眾志」癱區會
反對派助衝擊保安 擾秩序致流會 24區員聯署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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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立法會補選提
名期結束，一直聲言自己「被迫害」的姚松
炎成功入閘。在一九龍西補選論壇中，民建
聯參選人鄭泳舜直指，從沒有特區政府官員
公開說會取消姚的參選資格，而只要符合條
例，參選是「門常開」的，姚松炎是「妄想
被DQ」，更笑言：「你家咪正正坐在我隔
籬囉。」
鄭泳舜、姚松炎和報稱獨立的蔡東洲出席了
昨日由電台舉辦的選舉論壇。鄭泳舜在其自由
發問環節中，首先批評姚松炎從「空降」參選
九龍西開始，就「妄想被DQ」。

鄭泳舜：無人公開講過會DQ
他指出，姚松炎經常在facebook專頁中稱自
己會「兩度被DQ」、「剝削被選舉權」云
云，惟全都誇張、失實及誤導，反映誤導、分
化及製造白色恐怖全是姚的強項。現在，他的

所有伎倆已經被徹底揭破。
姚嘗試辯護稱，流言由部分「親中」媒體傳

播，鄭隨即反問：「特首、司長及選舉主任有
無公開講過會DQ你先？你家咪正正坐在我
隔籬囉！」
姚松炎聲言，「香港眾志」周庭被DQ是

「違法違憲」，並聲言選舉主任沒有跟足法定
要求云云，鄭泳舜反駁指，由始至終由於「民
主自決」、或在公投以「香港獨立」為選項，
處理香港體制均是不容許的，自己尊重及認同
選舉主任的決定，並重申只要符合所有條例，
相信參選立法會的門「常開」，「好似今日姚
先生都坐喺度。」

鄭批瀆誓惹禍咎由自取
論壇上，鄭泳舜又不忘提到，部分人士在今

屆立法會宣誓時刻意「加料」，被褫奪議員資
格，繼而引發是次補選，姚松炎是其中之一。

早前回覆選舉主任時，稱自己已接納原訟法庭
判決的姚松炎，昨日就歸咎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釋法：「因為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明日
的法釋昨日的行為。」
鄭泳舜反駁，他的宣誓是他自己所作的決

定：「無人迫你咁講，所以係你咎由自取。」
而姚的很多「盟友」正式宣誓後已於立法會工
作中，並批評是次補選浪費3億公帑，「呢3
億係無需要使嘅。」
蔡東洲就問鄭泳舜是否一名「富二代」，鄭
泳舜坦言，自己無辦法選擇家庭背景，但自己
從小在南山邨長大，與其他香港人的成長一
樣。他指，十分感恩服務市民已十個年頭，一
直為基層發聲。
他直言，聽到很多市民反對拉布，批評現時

反對派拉布無所不用其極，中九龍幹線、財政
預算案等民生議題沒有拉布的理由，期望自己
能進入議會，更關注民生議題。

反 對 派
「 初 選 」
後，原計劃

一旦Plan A被裁定提名失效，就會
由得票第二高的Plan B馮檢基頂
上，惟姚松炎及其支持者最終迫馮
檢基「自我DQ」。鄭泳舜在昨日
的節目中批評姚松炎口稱民主，實
為霸道。
在節目主持人發問的環節中，問

及姚松炎早前去信負責協調反對派
「初選」的「民主動力」，要求討
論是否必須根據「初選」結果支持
度排名作為Plan B，姚昨日聲稱沒
有阻止及不同意馮檢基擔任Plan
B，又繼續「搬龍門」，聲言要提
出質疑條文方等同於確定機制，
「不講是違反機制。」

鄭批反對派「民主」得把口
鄭泳舜在節目中質疑，馮檢基才

是九龍西唯一「被DQ」的參選
人，就是在「初選」後被「自己
人」不斷抹黑，並批評反對派「你
哋鍾意幾時民主就幾時民主」。
姚聲稱，自己過去數天獲馮檢基
站台，並重申自己才是Plan A，說
Plan B被DQ是邏輯錯誤云云，鄭
泳舜直指反對派所謂的「民主」是
挑選自己希望挑選的人，「最後你
咪揀咗 Plan C（袁海文）交表
囉！」報稱獨立的候選人蔡東洲亦
看不過眼，批評反對派舉行「初
選」是赤裸裸的選舉舞弊，並予以
強烈譴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蟲炎「妄想被DQ」自製「悲情」玩分化 抹黑「同道」霸道屈「基」
��

東區區議會大會原定昨日下午2時半
開始，由10名反對派及非建制東

區區議員組成的「東區泛民主派會議」
計劃在會議上加入緊急議程，討論周庭
被兼任選舉主任、將列席會議的東區民
政事務專員鄧如欣裁定補選提名無效一
事，周庭及黃之鋒等「香港眾志」成員
到場計劃旁聽會議。

議員進場 博懵衝入
「香港眾志」成員到場後要求進入區議
會範圍，但被拒在玻璃門外，令部分在門
外的區議員亦未能進入。本身為立法會批
發及零售界議員的區議員邵家輝一度上前
交涉，反映有持證區議員未能進場，惟在
保安開門時，周庭及黃之鋒等人趁機迫入
門內，被在場保安阻止，雙方僵持並一度
發生推撞，加上現場大批傳媒採訪，場面
非常混亂。
警方派出軍裝警員在場戒備及拍攝現場
情況。至約2時45分，因部分區議員未能
進入會議室，會議最終因為人數不足法定
的17人而流會，但黃之鋒等人仍然堅持
要進入，再次與保安發生推撞及口角，最

終「眾志」成員未能得逞，深知在流會場
外沒有意思，留守一會後即告離場。

王國興批不負責任
工聯會區議員王國興也因衝突而未能

進入會議廳。他指，早於會議開始前10
分鐘已到達，如廁後、即開會前約5分
鐘已不能再進入，連同自己有六七人被
阻止。他批評示威者衝擊大門，不守規
矩，行為不負責任，又強調區議會是屬
於民生的議會，不應該因為有關人等爭
取政治意圖或目標而成為犧牲品，自己
感到遺憾及予以強烈譴責。
東區區議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
強於事發時在會場內。他在其facebook
專頁直播時表示，不能開會是源於反對
派打算衝擊會場向鄧如欣示威，批評他
們是向錯的對象、錯的場地、錯的時間
示威，行為「丟人現眼」，指他們正在
消費議會，「做Show」則由市民埋單的
行為可恥，「大學生有樣學樣，就係因
為呢班人教壞細路。」
24名東區區議員昨晚聯署，嚴厲譴責

東區「泛民」衝擊區議會，阻礙會議正

常運作。他們指出，東區區議會一向實
行實名登記制，登記者必須經核實身
份，才能進行會議室旁聽。昨天下午，
包括周庭、黃之鋒等使用他人的登記
證，意圖強行進入會議室，並衝擊保
安，引致場面混亂。
他們批評，多名「泛民」區議員故意
不依時進入會議室，還阻礙了其他議員
進入開會，令會議不能依時正常舉行。
他們對有非議會人士以暴力衝擊區議會
的行為，及有「泛民」議員不單沒有履
行議員職責，更參與策劃衝擊行動，致

會議未能正常運作並以流會告終，表示
極度憤怒，予以嚴厲譴責。

選舉主任：DQ理據已列明
另外，鄧如欣昨日回應指，就港島區
補選提名無效的參選人的個案，她已經
在通知書附上有關理據，無進一步補
充。由於現時已出現司法覆核的申請，
選舉主任不會評論個別個案。
已報名參加港島區補選的，還包括陳

家珮、任亮憲、區諾軒、伍廸希及馬金
泉。

「香港眾志」

常委周庭因其政

治團體「民主自

決」的主張，而

被依法裁定其立法會香港島補選參選提

名無效。但「眾志」拒不罷休，昨日到

東區區議會，聲稱要向身兼東區民政事

務專員的選舉主任鄧如欣抗議，惟有人

使用他人的登記證，意圖強行進入會議

室，更衝擊保安，引致場面混亂，終令

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工聯會區

議員王國興指，區議會是屬於民生的議

會，不應該因為有關人等爭取政治意圖

或目標而成為犧牲品，而24名東區區議

員其後更發表聯署聲明，嚴厲譴責有關

人等的衝擊，阻礙會議正常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眾志」昨日強闖東區區議會，最終釀成衝擊，搞手之一的黃之鋒責無旁貸。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24名東區區
議員聯署嚴厲
譴責衝擊阻礙
會 議 正 常 運
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彭子文 攝

■「眾志」連日煽動到候選人
簡介會場外抗議，宣傳帖更用
上一張反對派此前衝擊候選人
簡介會的照片，意圖明顯。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經
常通過圍堵、衝擊等試圖威嚇公務人員履
行職務。「香港眾志」就周庭被裁定提名
無效一事，號召支持者明日（2月1日）在
補選候選人簡介會抗議。各立法會建制派
議員強調，香港是法治之區，不容任何人
通過違法手段，以達到其某些政治目的，
更批評「眾志」及其他反對派借周庭一事
大做文章，只為製造悲情的選舉策略，為
姚松炎造勢。
選舉管理委員會將舉行立法會補選候選人

簡介會。「眾志」連日煽動到候選人簡介會
場外抗議，要求選管會「撤回取消周庭參選
資格的政治決定」。儘管他們指稱是次示威
是在「場外」，但「眾志」的宣傳帖，用上
的是一張反對派此前衝擊候選人簡介會的照
片，司馬昭之心實昭然若揭。

葛珮帆促取締煽「獨」組織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
釋，已明確指出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區是所有公職人員的要求，周庭及其所屬
的組織鼓吹「自決」，與基本法規定相違
背，故提名無效是合理、合憲、合法的，
所謂「被剝奪政治權利」的指控是子虛烏
有的，是試圖偷換概念。
她批評，「眾志」一直不尊重法治，意
圖搞亂社會，多次勾結外國勢力唱衰香
港，又多次搞違法示威及暴力衝擊，惟恐
社會不亂。這些鼓吹「港獨」者不單不具
備參選資格，政府更應追究其法律責任，
取締其組織，以維護「一國兩制」。

郭偉強：為補選玩悲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出，既然

「眾志」這麼渴求進入建制，就應該跟從

制度的規定，而非透過各種手段抹黑、恐
嚇選舉主任，除非他們自覺沒有任何理據
去根據制度去提出司法覆核，或自知自己
的確違反了基本法的規定。
他質疑，「眾志」和其他反對派此舉，
是刻意製造悲情形象，為其他成功入閘的
候選人，包括姚松炎造勢，增加補選的勝
算。

邵家輝批亂搬龍門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強調，香港是講求

法治的地方，任何事情必須依法而為，倘
「眾志」不滿選舉主任的裁決，可提出司
法覆核，但不要申請法援，浪費公帑，又
質疑倘目前的制度就如「香港眾志」所說
的不合理，為何其「戰友」姚松炎又能夠
成功入閘？希望他們不要亂搬龍門，輸打
贏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