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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公平關注組」由「23 萬監
察」發言人、前立法會議員王

國興擔任關注組召集人，副召集人、副
發言人為大律師馬恩國，及時事評論員
陳雲生。「關注組」成員還包括醫生周
伯展，新聞工作者周融，社團領袖陶桂
英、曾向群、簡志豪，律師黃英豪，法
學博士傅健慈，學者鄭赤琰。
「選舉公平關注組」昨日舉行的記者

會以「暴亂恐怖未止，何來選舉公平」
為主題。王國興會上列舉了當前選舉公
平受到嚴重威脅的表現，包括恐怖暴力
破壞不斷升級，參選人、提名人、助選
義工等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暴力恐嚇和
威脅。

王國興：商戶不敢貼海報
他續說，暴力令市民人人自危，不少

商戶、社區屋邨為怕惹禍而對選舉單
張、海報避之不及，更有人曾被黑衣人
上門威脅，社區和網絡中充斥對參選人
的惡意攻擊和污衊，選舉資訊不對等，
謠言、假消息充斥社會等都影響市民在
不受干擾和誤導的情況下自由投票。
王國興指出，截至本月21日，全港
各區服務市民的議員辦事處累計已遭
到暴徒嚴重破壞近300次，有議員辦
事處更被暴徒「裝修」7次，許多辦事
處在短期內均無法恢復運作，有參選
人擺街站亦多次被黑衣暴徒暴力圍
攻，就連參選人的家人和親友也飽受
恐懼折磨。
他並質疑，選舉主任是否「腳軟」，

容許部分聲稱「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港獨」口號，甚至曾參與暴亂的人參
選，「放『港獨』分子入場」，選舉的

公平公正已經被破壞。

馬恩國：煽暴派擬阻投票
馬恩國表示，煽暴派鼓吹的所謂「阻

止投票」方法全屬違法行為，例如在投
票日請長者「去飲茶」，涉嫌違反《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十三條
（b）款，以擄拐方式阻止選民在選舉
中投票。

傅健慈：有責保選舉權利
傅健慈表示，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特區政府有責任保護香港市民投票
權和候選人的被選舉權這些基本公民權
利。

周融：倘不公恐釀呈請潮
周融直言，若下月的區選不能公平

進行，則明年將會出現相當多的選舉
呈請，香港的選舉亦會因此背負污
名。
王國興強調，特區政府完全有責任

解決全社會面對的選舉及投票困難，
亦有責任回應市民對區選能否公平公
正進行的質疑。「關注組」已緊急約
見政府有關部門，前日已去信及電郵
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聶德權和選舉管理委員會主
席馮驊，要求特區政府採取有效措
施，加大力度止暴制亂，確保選舉在
安全、公平、公正、公道的情況下進
行。
「關注組」將會視乎政府回應，跟

進暴力干擾選舉事態發展，不排除採
取包括司法覆核、申請禁制令等法律
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4個
多月來，黑衣暴徒屢禁不止的暴動，嚴
重威脅了港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公眾秩
序。「選舉公平關注組」召集人王國興
昨日在記者會上建議政府使用《緊急情
況規例條例》中所有有效、可行措施，
加大力度，在短時間內止暴制亂，以保
證下月的區選可以公平進行。
王國興認為，單憑《禁止蒙面規例》

不足以止暴制亂，如今香港不斷出現非
法遊行，不斷有人惡意散播謠言，公共
設施、商戶不斷遭受恐嚇，遭到暴徒
打、砸、燒等情況，制止這些情況的措
施都在政府的「櫃桶裡」。他希望特區
政府積極回應公眾要求，全面引用《緊
急情況規例條例》中的多項規例、多管
齊下，在短期內平息暴亂，讓香港社會
回歸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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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區議會選舉將於下月24日舉行，但黑衣魔對建制派區議員辦事處的破

壞、對參選人及其支持者的滋擾恐嚇，令許多市民擔心無法確保選舉公平。11位不同界別人士以個人名

義於昨日成立「選舉公平關注組」並召開記者會，呼籲特區政府採取緊急措施止暴制亂，以保障區選參選

人和投票者的安全，及確保下月的區選能在正常社會秩序下進行。關注組已緊急約見特首林鄭月娥及相關

官員，將視乎政府回應，不排除採取包括司法覆核、申請禁制令等法律行動，以確保市民的民主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區議會選舉
將在下月24日舉行，警察隊員佐級協會
（警協）上周以警員及家屬受近期「起底」
風氣影響，入稟高院提出司法覆核及申請臨
時禁制令，禁止公眾和候選人查閱選民姓名
和登記地址。警協在高院被判敗訴後隨即上
訴，上訴庭前日頒下臨時禁制令禁止公眾查
閱將選民的地址及姓名連繫起來的選民登記

冊，亦禁止選委會向公眾公開任何選民的姓
名及地址，直至覆核案完結。案件昨再於高
院聆訊，法官周家明決定將案件排期至12
月16日審理，其間選民登記冊將一律不准
公眾查閱。
是案申請人為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答

辯人為選舉管理委員會、總選舉事務主任，
以及選舉登記主任。代表警協的陳樂信資深

大律師指，由於警協不是法團協會，故現申
請將一匿名為「AA」的申請人加入本案
中，又指出本案涉及選舉的公平性，以及大
規模惡意「起底」影響警員子女，希望案件
早日審訊。
答辯方則指，需時提供更多證據，例如證

明公眾查閱選民登記冊的做法，將促進選舉
透明度。又形容即使聆訊在短時間內進行，

並在今屆區議會選舉前頒下判詞，但敗訴一
方亦有可能會進行上訴，令相關法律程序不
會就此停止。

官：已頒臨禁令 正審不緊迫
法官周家明指出，是案不只影響警員，更

將對傳媒和公眾構成影響，如本案短期內進
行正審，或將導致某些欲加入訴訟的持份者

未有機會參與其中。
他續指，本案要討論的屬「私隱權」而非
「起底」，上訴庭的判詞亦顯示，目前沒證
據證明警員最近的「起底」資料由選民登記冊
引起。周官認為，在上訴庭已頒下臨時禁制令
的情況下，看不到進行正式聆訊的緊迫性。
周官強調，本案涉及公眾利益及選舉的公

正性，由於上訴庭已批出有關臨時禁制令來
限制公眾查冊，目前無論法庭作出任何裁
決，亦將引來對選舉公正性的質疑，而答辯
方亦需時呈交證據，故將案件排期至12月
16日審理，預計審訊需時一天。

禁查選民冊案12月再訊 臨時禁令維持

■「選舉公平關注組」由11位來自社會各界人士以個人名義組成，召集人為王國興。他們向政府發出緊急呼籲，要求社會回復
理性和平，要求政府採取緊急措施止暴制亂，確保區議會選舉在正常社會秩序下進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全港各區議員辦事處累計已遭到暴徒嚴重破壞近300次。圖為黑衣魔向民建聯的李慧琼蔣麗芸議辦
投擲雞蛋。 資料圖片

港珠澳大橋開通一周年之際，運輸
署昨日宣佈，粵港澳三地政府同意分
階段推出港珠澳大橋大灣區配額計
劃，合資格的港澳跨境私家車可利用
大橋通行三地。港珠澳大橋作為「一
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的大型跨境基
礎設施，開通一年來，對大灣區融合
發展發揮積極作用，極大便利了大灣
區的人流物流，促進創新創業。此次
三地政府落實港澳跨境私家車使用大
橋的新舉措，顯示有序放開大橋使用
限制的大趨勢，符合三地共同利益。
三地政府有必要根據發展需要，推出
更多便利化措施，更充分發揮大橋促
進三地共贏的重大效益。

港珠澳大橋被譽為「圓夢橋、同心
橋、自信橋、復興橋」，建成通車對
香港融入大灣區具有心理和現實的重
大意義。大橋開通一周年，超過1400
萬人次經過大橋往來粵港澳三地，單
日高峰達 13 萬人次，平均每日約 5.9
萬人次出入境，符合預期。經大橋收
費站總車流突破 150 萬車次，經大橋
進出境貨物達21萬多噸，日均車流量
4100架次。大橋開通便利更多港人到
大灣區創業，「家在香港、工作在大
灣區」的模式日益盛行，目前在深圳
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的港澳青
年創業團隊達到360多個。

港珠澳大橋跨越三個關稅區，進一
步強化大灣區互聯互通。大橋珠海公
路口岸珠澳旅檢通道實現了全國首創

的「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珠澳衛
生檢疫首創「出境查驗、入境監控」
通關模式；珠港、珠澳車檢通道實行
「一站式」查驗模式，車輛一次停
車，海關、邊檢同時處置、聯合驗
收，貨車平均3秒完成驗放。大橋三
地共同營運、磋商創新的實踐，對大
灣區人才、資金、科創等合作機制的
創新，發揮了重要的示範和探索作
用。

為更好發揮大橋的經濟、社會效
益，粵港澳三地政府以循序漸進方
式，增加大橋跨境車輛的配額數目，
推動港澳單牌車進入內地，現有合資
格通行大橋的車輛已超過7萬輛。昨
日宣佈的大橋大灣區配額計劃下，合
資格的跨境港澳私家車，利用大橋行
走三地，除原有口岸的配額，將獲加
簽橫琴口岸，並按需要加簽澳門口岸
或深圳灣口岸，意味跨境港澳私家
車利用大橋行走三地更方便，可以進
一步善用大橋和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

港珠澳大橋打通港澳與珠江西岸的
聯繫，對大灣區融合、物流格局重
組、外貿優勢發揮，皆有重大戰略意
義。如何發揮大橋更大效益，需要三
地政府創新合作，有序放開使用限
制，加大口岸物流設施、旅遊項目建
設步伐，多管齊下，使大橋在大灣區
人員交流、貨物運輸、吸引投資、
鼓勵創業上發揮更大效應。

大橋利促灣區交流 有序開放便利融合
區議會選舉臨近，煽暴派、縱暴派不擇手段破壞選

舉的公平公正。有電台主播竟然煽動阻礙長者投票，
在網上還有不少網民教唆干擾投票的言論。任何人公
然教唆、煽動他人破壞選舉公平，不僅應受到輿論譴
責，更涉嫌干犯選舉條例、刑事罪行條例等多宗罪
行，政府必須追究法律責任，以儆效尤。在暴力陰影
籠罩下，此次區選的公平公正是回歸以來形勢最嚴峻
的，選管會、廉政公署必須主動執法，嚴厲打擊恐嚇
干擾選舉的各種言行，確保區選的競選、投票能安
全、公正、公平地進行。

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選舉須合法、安全、公平、
公正地進行，其中一個要義是選民的投票權不被剝
奪、投票決定不受人影響。商台主播潘小濤作為資深
傳媒人，相信對此不會不知，但他反其道而行，明目
張膽「提醒」受眾，在投票日之前去老人院「拿走」
長者的身份證，投票日之後再「還返」，還暗示這樣
做並非「大件事」。事實上，私取他人身份證、阻礙
投票，絕對是「大件事」。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這些
行為已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刑事罪行條例》、《人事
登記條例》等多項法例，涉及干犯選舉舞弊行為、煽
動罪、不誠實使用電腦罪等罪行，最高可判處7年監
禁。

目前香港的暴力運動氣焰囂張，煽暴派、縱暴派正
藉助這種他們製造的「黑色恐怖」環境和氣氛，以各
種違法暴力手段，干擾、恐嚇建制派候選人及競選活
動，干擾恐嚇建制派支持者和選民，從而不正當搶佔
區選會議席，不僅要霸佔更多公共資源，更佈局接下
來的立法會和特首選舉，劍指香港管治權。

由於長者選民一向投票率較高，而且大多數長者都
支持香港保持法治安定，不希望香港暴力氾濫、

社會動盪不安，令激進候選人和選民

如芒在背。離選舉投票日還有一個月，網上已經出現
很多教唆阻止長者投票的惡劣招數，包括在投票日包
圍老人院、誤導恐嚇長者、騙取長者身份證、送長者
離港等等，藉以影響選舉結果，增加煽暴派勝算的機
會。

而在現實中，已有數十個建制派區議員辦事處遭到
嚴重破壞，不少建制派候選人、助選義工被起底恐
嚇，街站被騷擾；在暴力淫威下，商戶只敢張貼煽暴
派的宣傳海報，支持建制派的選民、義工擔心安全，
被迫選擇沉默，甚至退縮，選舉公平明顯受到嚴重、
實在的威脅。如此不堪的選舉不公現象，港人印象中
只會發生在動亂的國家或地區，如今活生生在香港上
演，對被譽為法治良好、全球最安全、最自由的東方
之珠，是莫大的諷刺和悲哀。

選民不能免受干擾、不能自由安全地按自己意願投
票，這樣的選舉毫無公信力。香港不能無法無天、任
由暴徒以非法手段剝奪選民投票權，不能坐視暴力影
響選舉的公平公正，選管會、廉政公署對近期層出不
窮的選舉舞弊行為不能視而不見，應該積極發揮職
能，嚴正執法，確保區選公正公平。倘若情況無改
善，反而惡化，政府更應再次透過實施緊急法，押後
甚至取消本次區選，直至社會回復平靜才重啟，不容
縱暴派和暴徒以非法暴力手段操控選舉。

至於潘小濤，教唆他人犯罪、干擾選舉，完全罔顧
法律，亦辱沒傳媒人的基本專業操守，造成極壞的示
範帶動效應。這種漠視法治、失德無良之人，執法部
門必須阻止他繼續利用大氣電波誤導公眾，干擾公平
選舉。商台作為負責任的大眾廣播機構，必須對潘小
濤的違法言論負責，作出嚴肅處理；通訊事務管理局
更應認真跟進事件，不可視若無睹，聽之任之，不能
放縱潘小濤再以歪理當真理、散播違法謬論為害社
會。

對教唆干擾選舉行為必須追究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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