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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作為「泛
民」特首選委的建築師關兆倫日前宣佈
參選紅磡區議會選舉，但有該區居民踢
爆他所登記的選民地址涉嫌有非法僭建
物，至今未遵從屋宇署的清拆令將違規
建築拆卸，被指是知法犯法，不配做建
築師及區議員。
屋宇署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確認

去年已就上址的僭建物發出清拆令，由
於有關業主在命令期限過後仍未遵從命
令，屋宇署遂向業主提出檢控，有關業
主亦已被裁判法院定罪並判處罰款。
昨日約20名市民先後到建築師註冊管

理局及屋宇署總部請願，譴責關兆倫作
為建築師，卻知法犯法容許與他有關連
的處所存在僭建問題，損害建築師的專
業形象。
他們指出，關兆倫的選民登記地址是

一個位於黃埔新邨的一樓平台單位，但
整個單位的露台被圍封，非法擴大單位
的可用空間。
請願代表傅振中指出，根據土地註冊

處的資料顯示，該單位去年被揭發有非
法僭建物須立即清拆，但業主至今仍未
遵守指令。傅振中說：「香港寸金尺
土，但身為建築師的關兆倫卻只圖個人
居住利益，涉嫌非法構建石屎建築物，
罔顧行經該處途人的生命安全，行為自
私且不負責任。」
同時，請願者認為關兆倫的行為屬專

業失德，促請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吊銷其
建築師牌照；並批評屋宇署執法不嚴，
有法不執，對守法市民不公。他們希望
屋宇署盡快移去該處所有的僭建物。
記者遂實地到該處了解，發現該單位

有一個用鋅鐵及石屎搭建的疑似僭建物
在平台上。
屋宇署回覆本報查詢時，確認署方已於

去年1月按《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向上
址有關業主發出清拆令，着令其清拆有關
僭建物。
由於有關業主在命令期限過後仍未遵從

命令，屋宇署遂向業主提出檢控，有關業
主亦已被裁判法院定罪並判處罰款。

參選地址有僭建 建築師涉知法犯法

■約20位市民到屋
宇署請願，希望署
方嚴格執法，清拆
關兆倫處所的僭建
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2019年區議會選舉將在11月24日舉行，昨日開始接受提名。民建聯昨日在中西區、灣仔、東
區、黃大仙、荃灣、屯門、元朗、大埔及離島區進
行了區議員候選人的造勢活動，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會務顧問譚耀宗、葉國謙及一眾義工昨日均現
身海港政府大樓，在中西區候選人報名參選之前為
他們加油打氣。

中西區支部7人參選
民建聯中西區深耕細作、服務多年。民建聯中

西區支部是次共派出7名成員參選，其中堅摩選區
的陳學鋒、西環選區的張國鈞、水街選區的楊學明
及觀龍選區的楊開永4名現任區議員競逐連任；社
區幹事張嘉恩出選東華區、莫淦森出選半山東區；
服務西營盤區多年的民建聯中西區區議員盧懿杏則
交棒予社區幹事劉天正。7人承諾將以理性、尊
重、堅持、用心、愛心、創新、勤力建設社區。

促政府維持公平公正選舉環境
有見暴徒聲言選舉日會包圍區選投票站，影響

選舉結果，李慧琼促請特區政府維持公平公正的選
舉環境。她直言，現時社會還未恢復平靜，民建聯
亦面對最艱難的選戰，近日多個民建聯的議員辦事
處遭到破壞，不少市民亦會擔心因政見不同而被滋
擾。
她強調，暴力只會讓香港陷入萬劫不復的境

地，民建聯區議會候選人一定要帶頭支持「一國兩
制」、支持警察嚴正執法，堅定守護社區、服務香
港市民的初心。
譚耀宗則強調，在公平的環境中投出自己神聖

一票，才是真正的民主。他呼籲中西區街坊市民支
持民建聯有心有力為社會服務的候選人，「若不想
讓社會再亂下去，就要作出正確的選擇。」
葉國謙於1994年至2003年任中西區區議員觀龍

區區議員，中西區是他最熟悉的社區。他強調，服
務社區不是一時的，要用汗水真心付出，希望民建
聯區議會候選人能與中西區街坊一起努力，決不姑
息暴力，讓社區恢復和諧。
是次區議會選舉提名期至本月17日截止，並將

於今年11月24日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昨日是今年區議會選舉提名期首日，今年派出179

人競逐區議會選舉的民建聯，率領該黨多區參選人報名。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表

示，現在是香港最困難的時刻，民建聯此次亦面對最困難的選戰，鼓勵候選人無懼中

傷及破壞社區的人，堅定初心守護社區、服務市民，更要支持警察嚴正執法、拒絕暴

力，令社區健康發展。

■民建聯多個地區支部率先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提名期首天，率領當區候選人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政府定12月1日「後備投票日」

3小將為中西區注活力添幹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區議會

選舉在即，民建聯派出三位首次參選的
90後中西區社區幹事出戰，延續民建聯
深耕細作的地區服務。莫淦森、張嘉恩和
劉天正均長期在參選區服務、有活力，有
幹勁，為地區工作注入了新鮮血液。
據悉，莫淦森會跟民主黨吳兆康競爭

「半山東」席位，張嘉恩將與民主黨伍
凱欣對壘「東華」，劉天正則與梁國雄
及劉小麗前助理黃永志競逐「西營盤」
席位。

28歲莫淦森參選盼創新
莫淦森直言，自己決心為理性、愛好和

平的年輕人發聲，因此參加區選。他強
調，服務社區應跳出思維框架，通過與市
民的接觸和溝通，發現不同問題，並集思
廣益解決問題。他坦言，以往參選「半山
東」議員的人士並非全職區議員，落區機
會較少，而自己經常落區、做街站，相信
可以方便街坊市民直接投訴或提出意見，
由下而上參與改變社區。他的競選政綱有
四大重點，包括環境、交通、環保、和中
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的更新和維護，希
望自己能用工作能力贏得街坊們的選票。
莫淦森從幼稚園到中學都在半山區就

讀，對於半山東非常了解、感情深厚。他
擁有理工大學健康信息科技碩士學位，曾
在醫管局工作。2017年加入民建聯，
2018年成為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和張國鈞
的議員助理，同時開始全職服務「半山
東」。

26歲張嘉恩參選有愛心

張嘉恩對社區工作充滿幹勁，她說，香
港已經歷了許多社會紛爭，極端思維亦在
社區蔓延，因此她決心參選，希望用愛心
彌合撕裂，共建和諧中西區。她認為，社
區和諧，大家才能生活得開心，服務社區
除了要真心付出，還要有愛心，對於不同
階層，不論年齡、種族、政見、信仰，都
要充滿愛心地對待他們。
張嘉恩加入民建聯已有9年，小學在英
皇二校，中學在英華女學校讀，對東華區
有一份生於斯長於斯的熱誠。她學會計出
身，亦是許多東華老友記的「御用」會計
師。

23歲劉天正參選靠勤奮
劉天正強調，民建聯服務西營盤二十餘

年，改善民生、服務社區是民建聯對社區
的莊嚴承諾，希望居民繼續給民建聯服務
社區的機會。他承諾，不論是市民的求助
還是區內的突發事件，都一定會用心、勤
力去做，力求做到最好。
他直言，區議會是諮詢平台，聽取年輕

人意見非常重要，「我是後生仔，我與年
輕人完全沒有代溝，希望通過這個優勢與
年輕人多溝通，共同建設社會。」他亦強
調，會積極幫年輕人爭取發展機會和休憩
空間。
劉天正一直在中西區成長，曾就讀於聖

保羅男女中學，大學就讀於香港大學政治
與公共行政學系。他中學時就開始在民建
聯實習，大學期間也一直協助民建聯開展
地區工作，如今已經加入民建聯近3年，
認為民建聯的地區工作做得最扎實，希望
為民建聯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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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區選土瓜灣動員造勢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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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土瓜
灣近年來成為平價旅行團用膳及購物的
熱門落腳點，違例泊車及旅客聚集等情
況，是當區居民聚焦的民生問題。
面對這些問題，25歲的工聯會社區幹
事鄧巧彤決心走出來改變現狀，參選今
年馬坑涌區議員，她將與該區現任區議
員民主黨黎廣偉競爭。
支持鄧巧彤的造勢大會昨日在工聯會
工人俱樂部舉行，工聯會九龍城地區服
務處主任汪紅、工聯會政務委副總幹事
司徒建華、九龍西潮人聯會常務副會長
陳欣耀、九龍城地區服務處顧問尹才
榜、馬坑涌核心義工代表潘嘉有及逾百
位馬坑涌街坊到場支持。
陳凱欣說，香港是全世界最安全城市
之一，但現在許多市民連行街、講幾句

自己政治意見都會擔心，如今多一個
「搞事」的人都嫌多。鄧巧彤不搞事、
做實事，而且一直深耕社會服務，又
「打得」，又勤奮，呼籲街坊一定要選
擇認真為社區們服務的人。
鄧巧彤19歲時加入工聯會，大學時就
以工讀形式服務社區。她感謝馬坑涌街
坊對自己的支持和鼓勵，表示自己會用
理性的聲音促進社會和諧。她直言，雖
然現在社會情況讓自己的選情艱難，但
相信只要做好服務，街坊們都能看得
到。若成功當選，她承諾將會繼續服務
社區的初心，實事求是，像現在一樣，
把每一件事做到最好。

獲街坊愛錫「彤彤」有擔當
參加造勢活動的劉女士說，鄧巧彤很

有耐性，很開朗，街坊都很「錫」她，
都叫她「彤彤」。她大讚鄧巧彤非常有
擔當，從來沒見過她不回電話，有她這
樣願意出力、不怕辛苦的年輕人服務社
區，自己很放心。
她並對現在的社區環境有危機感，建

議長者去投票站投票時，要當心周圍環
境。
楊太已在馬坑涌居住近十年，她讚揚

鄧巧彤非常努力，就算很晚收工，第二
天都會照樣很早出現在區內服務市民，
能感覺到她對社區工作的熱情，一定會
動員街坊朋友一起給鄧巧彤投票，「我
們有事找她，永遠都不會『沒有影』。
鄧巧彤雖然很年輕，但是她每年都會進
步，現在已經是『成熟型』的社區工作
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暴徒
近日不斷破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及區議
員的地區辦事處，令人擔心下月舉行的
區議會能否公平公正地舉行。選舉管理
委員會留意到近日社會上出現暴力事
件，選舉管理委員會表示，會一如以
往，致力確保選舉在公開、公平和誠實
的情況下進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昨日表示，如果11月24日投票
日當日有情況，政府已預留12月1日作
為「後備投票日」。
民建聯前日公佈參選2019年區議會
選舉後，晚上即有3個民建聯辦事處接
連被暴徒大肆破壞。民建聯對此予以強
烈譴責，暴徒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無法
無天，並嚴重影響民建聯的日常運作及選舉公正。
「我們要求政府確保選舉的公平公正，讓市民可以
安心地投票。」

民記議辦遭暴徒破壞
民建聯油尖旺區議員鍾港武的辦事處，昨日亦
遭手持攻擊性武器的蒙面人恐嚇及滋擾。民建聯指
出，多個辦事處接連受到嚴重破壞，不單影響服務
市民的工作，更令市民感到擔心和害怕。不過他們
無懼這些恐嚇、威脅，會繼續實事求是，為市民服
務。
選管會昨日發表聲明，指香港一直有良好的選
舉文化，絕不希望選舉中出現任何威嚇或暴力的情
況，如接獲有關投訴，會轉介執法機關跟進。
選管會強調，選舉是嚴肅的事情，選舉程序受

有關選舉法例嚴格監管。選民
賴以公平有序的選舉，選出其
代表。如大家對選舉安排有任
何不滿，可作出投訴或依法律
程序提出選舉呈請處理爭議。
聶德權昨日透露，《區議會

條例》第三十八條有既定條款
處理押後選舉的機制。若發生
嚴重的違法暴力事件、騷亂或
危害公眾安全的事故，以致在
選舉當日候選人及其支持者不
能投票或者在之前進行競選活
動，行政長官可按照《區議會
條例》決定押後整個區議會選
舉。選舉管理委員會亦可就個

別選區的情況作相應決定。
他續說，根據法例，新的選舉日期必須為原本
投票日後的14天之內，即不得遲於12月8日舉
行，「在實際安排上，我們已預留12月1日，即原
本投票日之後的下個星期日，為後備投票日。」
倘屆時仍未能選舉，根據相關法例和機制，特

區政府須修改《區議會條例》，用法案形式經立法
會三讀通過，才可以進一步押後選舉，「若法案通
過的生效日期和已押後的選舉日期遲於2020年1
月1日，即第六屆區議會民選議員任期開始之日，
區議會便會出現真空。」
聶德權表示，特區政府希望區議會選舉能夠順

利完成，「我希望整個社會，包括政黨、議員和各
界人士都能站出來反對暴力，因為只有在和平的環
境下，選舉才可以安全有序、公平公正地進行。」

■民建聯多個辦事處接連受
到嚴重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