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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情 與 網 議 ■責任編輯：李暢熹

鄉選擬引入確認書
各項選舉指引看齊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胡俊
斯）反對派近年落力阻撓普羅大
眾、尤其是年輕人培養家國情懷，
見到有愛國人士就貼上「紅底」標
籤。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下午出

席活動時就指出，愛國是「最普及的
普世價值」，不分古今中外，自然而
然，冀大家討論社會問題時實事求
是，不是用聲浪壓倒事實，多理性發
聲，以免習非成是。
梁振英昨日下午出席專欄作家屈

穎妍《既是紅底又如何？》的新書
發佈會，並分享了自己對愛國的看
法。
他憶述，自己當年還是「英皇仔」

時，已隨團前往北京支持中國政府收
回香港。由於英皇書院是官校，因此
他當時仍會被港英政府監控，說明了
他的愛國精神是自然而然，「官校生
也能愛國。」
有人問他為何支持香港回歸祖

國，他回覆說「我向英國人學
的」，因為英國在1982年時，也曾
主動爭取福克蘭群島的主權，可見
「愛國不分古今、不分中外，自然
而然」。
他強調，愛國是「最普及的普世價

值」，無論出身、無論背景，大家都
要「堂堂正正做個中國人」，歡迎有
更多人加入愛國隊伍，「愛自己的國
家是普世價值」。
梁振英又大讚屈穎妍的文章寫出大

多數人的心聲，但又能從理不從眾，
形容其政論文章「實事求是、不閃
避、不吞吞吐吐」，討論事實而並非
憑感覺。
他希望大家在討論社會時事時也

能實事求是，有更多理性的發聲，
不要單靠聲浪來壓倒事實，「紅
底，不紅底，香港都需要更多屈穎

妍。」
屈穎妍在致辭時感謝各位讀者的支持，她表示

自己一支筆的力量很細小，幸好有大家轉載傳
播。

屈穎妍：愛國應理直氣壯
屈穎妍介紹書名由來時指，自己出身於愛國

學校香島中學，最近遇到幾個中學師弟妹，他
們說因擔心其中學背景而不敢競選大學學生
會。
她指出，就讀愛國學校並不是罪，更以「港

獨」分子為例，指他們既然都為自己的歪理「振
臂一呼」，為何大家卻不敢為自己相信的事而振
臂一呼。
她表示，「紅底」並不是罪，希望大家不要

懼怕紅色，而是理直氣壯地承認自己是中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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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穎妍與HKG報合作出版她的第一本時評結
集《既是紅底又如何？》，昨日舉行新書發佈
會。右為梁振英。

有意參加立法會九龍西
補選的「瀆誓四丑」之一
小麗老千（劉小麗），此

前冧掂一批反對派大佬，同意佢欽點前議員李
卓人做佢Plan B，根據地喺正九西嘅民協就一
直覺得唔多妥，認為應該要初選。民協副主席
何啟明近日向傳媒表明反對，話應該透過初選
凝聚反對派支持者嘅共識。
不過，人哋已經同班大佬講掂數，當然唔理

你啦！有網民就慨嘆，小麗老千夾埋反對派大
佬咁樣霸王硬上弓，仲有咩面掛住「民主」兩
個字。有人更質疑，其他反對派大佬係想乘機
吞咗民協地盤，為擴張勢力而要滅佢黨。
「香港眾志」周庭此前報名參加立法會港島

區補選，其後被DQ，未有再經初選就直接欽
點退出民主黨嘅區諾軒做替身，結果贏咗。
其後，「四丑」之一姚松炎參加初選勝出，

但因為佢同佢支持者猛咁攻擊本來按機制可做
佢Plan B嘅馮檢基搞散支持者，兼夾宣傳離
地而落敗，但佢就賴話係初選浪費時間搞到佢
唔夠時間搞宣傳喎。
小麗老千就用呢兩單嘢，話唔應該初選「浪

費時間」，話應該用「周庭模式」，仲直接欽點
同其他反對派大佬嘅好朋友李卓人做Plan B。
喂阿姐，港島當時冇搞初選所以冇 Plan

B，而姚松炎亦唔係因為唔夠時間宣傳而輸，
就算真係，現在補選十劃未有一撇喎，點會
唔夠時間？

走後門成功 反對派大佬認同
不過，小麗老千走後門成功，反對派大佬都

認同佢嗰套喎！民協就再次慘成棄卒，第二度
連Plan B都冇得做。馮檢基出過聲，民協主席
施德來更話淨係做民調都殺，一樣俾班大佬否

決。

民協何啟明被批婆婆媽媽
此前同馮檢基爭過喺立法會出選嘅何啟明，

可能以為班大佬當時撐「年輕人出選」，今次
都會支持佢，所以就喺接受網媒訪問時講明自
己有意參加初選，仲話小麗老千推薦李卓人雖
係「善意的舉動」，但「做法不理想」，是放
棄了「有爭議但相對進步」的初選：「走回頭
路欽點，好可惜囉。……如果無初選，點說服
支持者呢？」
佢又認為初選應該有「實體投票」，又批評

有人不願賭服輸：「大家一見到Plan B 係基
哥，就即刻反枱；所有講過呢啲說話嘅人都係
唔願賭服輸的人。」
不過，少年你太年輕了，一涉及實際利益，反

對派梗係圍內人行先。「Laurence Woodville」
就批評何啟明：「大敵當前，還糾纏於形式……
上次姚之落敗，就是人家在你們婆婆媽媽，互相
攻擊一團糟時，已起步宣傳啦！」
「Eric Hö 」更直指：「西九選民已多年唾
棄民協啦！」
不過，「Hung Lee」就講句公道話：「如果

由劉小麗決定Plan B人選，這算是民主嗎？」
「Eric Chang」也道：「難怪香港民運有退冇
進。連搞民主嘅領袖都唔尊重民選機制，咁點
會搵人信你會推動到民主呀！」
「Kai Lung Ho」更踢爆反對派大佬嘅如意

算盤：「劉小麗唔駛（使）採（睬）你民協，
大概係因為今次馬實咗班舊泛民大佬，到選舉
時民主黨公民黨職工盟必定會牙血出齊助選。
小麗聽舊泛民話，歸佢地（哋）邊，同時舊泛
民可以鯨吞民協議員同莊（樁）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自決派」立法
會議員區諾軒，經
常喺立法會大小會

議討論反對派口中「非常重要」的議案
時缺席冇投票，俾唔少人鬧爆。可能覺
得咁樣唔掂，佢前日就驚死冇人知咁發
帖，話工務小組委員會否決咗的觀塘音
樂噴泉同灣仔摩頓臺改建會堂兩個項
目，仲形容呢個係「奇蹟之日」。當
然，佢出帖都係想話畀人聽自己前日有
投票啫，有網民就揶揄佢，之前缺席幾
次投票都冇公開解釋同道歉過，現在阻
咗一個小項目就要話係「奇蹟」，真係
佛系議員，「緣份（分）到了奇蹟之日
自然出現。」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上個月通過咗
政府申請17億元，喺元朗起天橋嘅建
議。當日有5個反對派議員缺席，令建
議以16票贊成、13票反對、1票棄權通
過，其中一個缺席者係區諾軒，其後俾
人揭發佢去咗日本疏乎。

出帖「簽到」驚人唔知
同一個月，民主黨議員林卓廷喺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提出「就升降機維修保養
對市民安全的影響進行辯論」議案，結
果又係被否決，缺席者之一亦係區諾
軒。
冇嘅，反對派經常將每個議題都吹到

係生死存亡之秋咁樣樣，但到投票時就
唔見人影，俾人鬧爆自然好正常。
區諾軒一直對批評視而不見、扮低調
博人唔記得，但前日工務小組委員會佢
有份投票，否決咗觀塘音樂噴泉同灣仔

摩頓臺改建會堂兩個項目，佢就即刻慌
死無人知咁出帖，形容呢個係「奇蹟之
日」喎！
你哋反對派又話「大白象」又話「小
白象」，講到咁「不公義」，出席會議
同投票係常識吧，咁都可以大鑼大鼓
「攞威」？

之前缺席投票仲俾人追緊數
連「人民力量」前主席劉嘉鴻都頂

佢唔順，發帖揶揄：「呢個區軒都幾
離譜，之前佢缺席投票仲畀（俾）人
追緊數，呢頭就懶得意咁話奇蹟之
日？」
「藍田社區網絡」社區主任李晉希就
用返幾個反對派此前缺席投票時用嘅借
口，「內會過唔倒（到）一樣可以響大
會提架（㗎）」、「內會過倒（到）咪
一樣可以響大會被否決」、「建制派見
你多幾個人咪派多幾個人黎（嚟）投反
對票囉，你唔係咁天真以為可以贏下
（吓）話」嚟揶揄佢。
網民「Zoe Yung」就留言潤區諾軒：
「唔係乜嘢奇蹟，根本泛民主派議員就
應該喺度開會。唔開一定輸，開會係本
份（分）！」
「Horace Leung」恥笑：「一時唔偷
雞，即刻做保長。」「Kwun Man
Kong」 亦 話 ： 「 有 時 × 都 費 時
（事），不過佢完全冇反省冇自知之
明，竟然仲好意思出 d（啲）咁嘅
post，忍唔住抽吓佢水。」
「CL Man」喺區諾軒fb帖子留言回

帶追數：「上次元朗十八億天橋你無去

開會有解釋未？係咪去旅行搞到會都唔
開？即係有去開會就係政績，唔去開會
阻唔到撥款就唔需要向選民交代？」
「Anthony Lam」質問：「原來會有
奇蹟，咁點解之前投票起橋你唔見
人？」
「Chris Wong」直言：「下（吓），
你入去就係為左（咗）阻止依（）d
（啲）濕碎撥款架（㗎）。搵個區議員
都搞得掂啦。」

緣分到「奇蹟之日」自然出現
「箂特謝」就寸佢：「不開會、常缺
席、外國考察議會邀請優先，緣份（分）
到了奇蹟之日自然出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奇蹟」蒲頭開會「佛系軒」急邀功
����

小麗老千「夾硬嚟」「泛民」圖滅民協黨
&1��

■區諾軒發帖，指工務小組委員會否決
觀塘音樂噴泉及灣仔摩頓臺改建會堂兩
項目，形容這是「奇蹟之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昨日是青
年民建聯的「14歲生日」，青民主席顏
汶羽、副主席胡綽謙、招文亮等人一同
切蛋糕，順道慶祝副秘書長植潔鈴於東
區區議會佳曉補選中勝出，並成為青民
委員會中的第六名區議員。青民明年將
成立15周年，顏汶羽有信心會員數目能
破2,000人，並透露正籌備舉行一系列慶
祝活動，冀與各界回顧青民的歷史。

顏汶羽：「新血」背景趨多樣
顏汶羽昨日在傳媒茶敘中指，青民過
去14年不斷成長及發展，未來會繼續搭
建好平台，讓青年有更多空間去發揮自
己，並透露目前青民會員數目為1,882
名，增幅理想，特別是今年暑假期間舉
辦本地及內地暑期實習計劃，參加者反
應不俗，約10%人報名入會。
他表示，青民「新血」背景愈來愈多樣

化，除了有志參與地區服務的青年，亦有
來自不同專業及行業的人士，期望透過青
民的平台向特區政府提意見，當中金融、
工程及醫療方面的會員比例明顯上升。
顏汶羽指出，青民歡迎理念相近的人

士加入，自己會親自與新會員見面，了
解他們加入的期望，並作出相應安排，
例如轉介至「人才庫」配對合適地區、
邀請加入不同工作小組等。
青民15周年將有「新搞作」，籌備委
員會料於明年上半年舉行一系列活動。

胡綽謙：擬出版回顧或製片
籌備委員會主席胡綽謙表示，現時正
在收集會員意見，初步構思會出版一本
回顧或製作一系列影片，整理青民的成
立目的、過去15年的工作和活動，並邀
請歷年的總監、主席等進行訪問，而
「兩岸四地青年高峰會」或會以不同的
形式再度舉行。

植潔鈴謝「兄弟姊妹」支持
正式成為佳曉區議員的植潔鈴昨日答

謝青民「兄弟姊妹」支持，直言成功非
個人的功勞，接下來將在更大的平台中
繼續學習，並會逐一爭取落實參選政
綱，建設無障礙社區。
她續說，在謝票期間有不少街坊向她
提意見，收到不少個案，接下來要把握

時間跟進。她提到，是次對手的得票較
預期多，不能夠輕視，明年區議會將進
行換屆選舉，自己會繼續努力，做到最
好。

蘇錦樑勉青年帶來新景象
前晚，青民舉行了14周年晚宴，首任

青民總監、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蘇
錦樑主禮。
他在致辭中表示，民建聯有4名立法

會議員及34名區議員都是青民十多年來
的參與者，並鼓勵各年輕人以創新思
維，為香港社會帶來有建設性、創意及
高增值的新景象。

青民「14歲生日」盼會員破2000

■顏汶羽昨日笑言，植潔鈴成功當選是青民今年的「生日禮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范童 攝

展開30天公眾諮詢
選管會昨日公佈就鄉郊代表選舉活動
建議指引展開為期30天的公眾諮詢。選
管會主席馮驊指，建議指引以現行的鄉
郊代表選舉活動指引為基礎，再作出適
當修改，當中大部分的修訂目的在使各
項選舉活動指引看齊。

確保明白須擁護基本法
其中一項與其他選舉活動看齊的安
排，就是引入確認書制度，確保參選人
在簽署提名表格時已清楚明白聲明擁護
基本法的法例要求和相關責任。
馮驊解釋，此安排可協助選舉主任行
使法例賦予的權力履行其職責，確保提
名程序能依法完成。至於在什麼情況下
會被取消提名資格，馮驊指，參選資格
是由選舉主任負責，選管會就此並無角

色。
至於其他主要修訂，其中一項就是明
確列出登記為現有鄉村及墟鎮選民的居
住要求，及有關選民更改主要住址對其
選民登記資格的影響。
有關選民除了必須在緊接申請登記之

前的3年內，一直是有關鄉村或墟鎮的
居民，亦須一直在有關鄉村或墟鎮居
住，否則便不再符合資格登記為選民。
馮驊指︰「即使其名字仍在有效的正

式選民登記冊上，他/她在選舉中投票，
即屬違法。」他並補充，為維持正式選
民登記冊的準確性，選民的主要住址如
有任何改變，特別是遷離所登記的現有
鄉村或墟鎮，應適時向民政事務總署申
報以履行其公民責任。
建議指引亦訂明現有鄉村及墟鎮的選

民在提交申請更改主要住址時，須一併
提交住址證明。若新的主要住址是在同

一現有鄉村或墟鎮
的範圍內，只需提
交最近三個月內的
住址證明；若已搬
往另一鄉村或墟鎮
居住，則須提交文
件證據，證明該選
民在緊接申請之前
的至少3年內一直
是該現有鄉村或墟鎮的居民。
申請更改主要住址的法定期限已提前

至每年的6月16日，選舉登記主任亦會
採取適當的查核措施。
其他修訂還包括選民在投票站領取選

票時須出示的身份證明文件，通常為香
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正本等。
選管會表示，來屆的鄉郊代表一般選
舉會為新界共709條鄉村選出1,484名村
代表，包括695名居民代表及789名原居

民代表；另外，亦為長洲及坪洲兩個墟
鎮分別選出39個及17個街坊代表。
建議指引可於選管會網站（www.eac.
gov.hk）下載，或於選舉事務處及各區
民政諮詢中心索取。
市民可於7月11日諮詢期結束前，向選

管會提交意見，選管會亦將於下周四晚上
7時至8時在沙田隆亨邨隆亨社區中心舉
行公眾諮詢大會，歡迎市民出席發表意
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明年1月將舉行鄉郊代表一般選舉，隨着立法會選舉和

區議會都引入了確認書制度，選舉管理委員會亦擬於鄉郊代表選舉中引入同樣安排，

令各項選舉活動指引看齊，及協助選舉主任行使法例賦予的權力履行其職責，確保提

名程序能依法完成。

■馮驊（左）和資深大律師陸貽信在記者會上展示鄉郊代表選
舉活動建議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