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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撐建制店 影響選舉公平
煽暴派煽罷買杯葛破壞 各界籲止亂後始開展區選

「裝修」建制派議員辦事處、恐嚇支持
建制派的義工和選民、搞亂區議會

選舉候選人簡介會，煽暴派對選舉公平的干
擾已經引起許多選民的不滿和反對，但他們
拒絕收手，恐嚇行為無日無之。「有種責任
叫堅持」的facebook專頁昨日上載圖片，鼓
吹：「任何商戶門口有民建聯、工聯會或是
建制派選舉海報一律不幫襯！」
該帖文以投票日「踢走保皇黨」為題，
更附上所謂「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光
復香港 時代革命」等「港獨」標語。相關
帖文上線僅3小時，即被轉發逾700次，可

見干預選舉公平文宣的影響力正在不斷發
酵。

吳秋北批無聊兼離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批

評，暴亂分子發動不幫襯張貼建制派選舉海
報商舖的行為「太無聊幼稚且堅離地。」
他批評，有關人等威脅市民，要市民被

暴徒騎劫，或與暴徒為伍，實在太自以
為是，不僅自己幼稚還當市民是傻瓜。
這些人與市民利益為敵，是注定要失敗
的。

陳勇促選管會嚴把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

指，黑衣魔早前對建制派議員辦事處的
打砸燒等破壞行徑，已令許多市民感到
恐懼，參選人和義工夜晚不敢出來，造
成選舉不公。相關人等持續釋放類似的
恐嚇信息，更令市民和商家擔心自己成
為被報復對象而被打砸燒，令選舉公平
無從談起。
他認為，相關人員的行為涉嫌干犯多重香
港法律，促請選管會、廉政公署及司法部門

馬上嚴肅跟進，並批評選管會保障選舉公平
的行動嚴重不足，日前連自己召開的簡介會
都因煽暴派搗亂而腰斬，質問又能如何確保
選舉公平開展。
陳勇要求選管會拿出切實有效的方式，

與政府所有相關部門一起，依法維護選
舉公平公正安全，並盡快將破壞選舉公
平的人繩之以法，令所有參選人可以發
揮全力做事。

傅健慈：延選利大眾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秘書長、「選舉公平關注組」成員傅
健慈認為，相關人等的威逼行為，已涉嫌
干犯數條法例，而近日來對參選人辦事
處、街站的破壞，在所謂「連儂牆」上的
非法宣傳等做法，亦已違反選舉條例的規
定。
他認為，按照現時情況，很難進行公平安
全的選舉，建議最好能將區選延至成功止暴
制亂後再開展，認為這樣做符合公眾利益，
既然煽暴派亦曾聲稱選舉公平被干擾，那麼
這一做法就是保障了包括煽暴派中人在內的
所有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

選管會多次呼籲，希望下月區議會

選舉能在公開、公平、公正的氛圍

下進行，但煽暴派破壞選舉公平的

行為依舊沒有停止，除了在現實中

的恐嚇和破壞外，網上更有人發起

罷買，杯葛張貼建制派海報的店

舖。這些恐嚇小商戶、影響選舉公

正的伎倆獲不少煽暴派中人響應及

廣傳。政治界、法律界人士昨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出，

這些煽暴派的行為已涉嫌觸犯法

律，更已對選舉公平造成影響。他

們批評選管會行動不足，不能確保

選舉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展開，

建議區選延至成功止暴制亂後才舉

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參選港島南區海怡西選區的「香
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河童）
的提名資格，因為其「港獨」、
「自決」等取態，至今未獲確
認。選舉管理委員會前日公告，
負責有關選區的選舉主任，即南
區民政事務專員馬周佩芬因病休
假，由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蔡亮
兼任該職位。一直通過各種方式
向馬周佩芬施壓的黃之鋒，將目
標轉向蔡亮，包括貼出蔡亮的辦
公室電話叫大家「幫忙質詢」
等，製造黑色恐怖。有自稱「公
民記者」者更在網上稱，蔡亮已
因有人向她和其家人發出死亡恐
嚇而獲安排入住安全屋。
煽暴派不斷製造黑色恐怖，包括
大肆破壞、打砸燒建制的地區辦事
處，滋擾建制派候選人以至其職員
和義工，甚至恐嚇要「裝修」、即
刑事毀壞張貼建制派候選人海報的
店舖，有人更向負責確認參選人身
份的選舉主任施壓，嚴重影響選舉
的公平、公正。
在宣佈有意參選時，已公然恐嚇
會要求美國「制裁」DQ參選人的
選舉主任的黃之鋒，在提名期間接
獲馬周佩芬的信函，要求他解釋是
否以「香港眾志」秘書長身份參
選，以及是否支持香港人可以「自
決前途」，而「香港獨立」是否

「自決前途」的選項，等等。

借題煽集體致電騷擾
黃之鋒其後一再將馬周佩芬的相

片擺上網「公審」並施壓，如分享
「連登討論區」一則題為「連登仔
不如集體打電話或電郵關心想DQ
黃之鋒的選舉主任？」更「曲線」
道：「奉勸各位，千奇（祈）、千
奇（祈）、千奇（祈）唔好打電話
或send email 問海怡西選區區議會
選舉主任馬周佩芬，幾時決定係咪
DQ我。」
黃之鋒更不斷分享美國政客為

他撐腰的帖文，聲言選舉主任就
其參選資格的決定，「不只是向
我，更是向本地和國際社會交待
（代）」、「政府容不容得下胸
襟，容讓我等青年投入選舉，就
讓國際社會好好見證」、「國際
社會都十分關注，在中美交鋒之
際，香港政府會如何保障港人的

政治權利，以維持香港高度自
治」云云。

踩場搗亂簡介會逼腰斬
他還曾踩上馬周佩芬的辦事

處，企圖影響其決定，前晚區
選候選人簡介會上，黃之鋒亦
夥同其他煽暴派大肆搗亂，令
簡介會被迫腰斬。
在選管會公告馬周佩芬因病休

假、由蔡亮兼任該職位後，黃之鋒
迅速印好蔡亮的相片，更公佈在不
同媒體上。網民刻薄揶揄馬周佩芬
生病一事。「Wai Chiu」聲稱︰
「我看佢不是病了，而是離死亡不
遠了。因為佢拚死與市民作對！」
「Sinn Yat」就鼓吹其他煽暴派網
民︰「病咗咁冇陰公呀，大家帶果
籃去『探病慰問』，祝佢『今日康
復』。」「Maggie Tsang」更惡毒
表示︰「睇錯咗，以為因病過世，
空歡喜一場。」

網傳有人發死亡恐嚇
不少黃之鋒支持者更在網上欺凌

蔡亮，稱她是「深藍死士」。
「Lapchor Ma」抹黑道：「搵過
一個想博上位，又願意為國捐軀嘅
刀手！誓要DQ之鋒！」有人更立
話起底，貼出蔡亮的辦公電話，叫
大家「幫忙質詢」等，向蔡亮施
壓。
自稱「公民記者」、筆名「白

影」者昨晚更在fb稱，「已確認，
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蔡亮，亦即接
手處理黃之峰（鋒）參選資格的選
舉主任，因收到死亡恐嚇其個人及
家人安全，已入住安全屋。」

陳勇：不能姑息惡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
席陳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包括「港獨」分子黃之鋒在內
的參選人，公然威嚇選舉主任，聲
稱要將其個人資料交給干預香港內
部事務的外國勢力，要求對相關選
舉主任展開制裁，「這些人就等於
在奧運恐嚇裁判。」
他強調，倘姑息這樣的行為，將
會淪入破窗理論，令更多人恐嚇對
自己不利者。
同區參選人還有新民黨陳家珮和

「民主派」林浩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
選舉管理委員會前晚舉行的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候選人簡介會，
因煽暴派的搗亂而被腰斬。選管會

昨日發表聲明，呼籲各
界互相尊重，致力維護
和平有序、公平、公開
的選舉，切勿破壞香港
一直良好的選舉文化，
妨礙選舉的進行。
就南區民政事務專員

前日因病休假，由油尖
旺民政事務專員蔡亮兼
任該職位。選管會昨日

在聲明中指，民政事務專員的署
任安排由政府全權處理，選管會
並沒有參與，獲委任的民政事務
專員當然出任為選舉主任。

選管會無權干涉參選人提名
發言人重申，區議會選舉參選

人的提名是否有效，由選舉主任
按照法例要求作出決定。選管會
無權並一向沒有參與，亦不會給
予任何意見。選管會不會就提名
是否有效向選舉主任作出指引，
只會按選舉主任裁定提名有效的
候選人名單安排選舉。
發言人續說，選舉主任若決定

某候選人的提名無效，便須在其
提名表格上批註決定的理由，並
公開讓公眾查閱。如有異議，亦

可根據法律程序提出選舉呈請質
疑選舉結果。
至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向立

法會提交文件，提到將成立危機
管理委員會決定是否押後區選。
發言人表示，選管會正全力為是
次區議會一般選舉作準備，為有
機會出現的突發情況制定應變方
案。一如既往的大型公共選舉，
選舉應變計劃包括可成立危機管
理委員會，就惡劣天氣、公共衛
生、公共安全等可能影響選舉進
行的事宜向選管會提供意見。截
至目前為止，他們未有就2019年
區議會一般選舉相關事宜而召開
會議。

河童窮追選舉主任 煽製「黑恐」迫「放行」

選管會籲互相尊重 維護公平選舉

■ 黃 之 鋒
「死咬」選
舉主任。

fb圖片

■區選簡介會早前因煽暴派搗亂而被腰斬，選
管會呼籲各界互相尊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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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在去年立法會
港島區補選中，「香港眾志」前常委周庭就因其
所屬的「眾志」鼓吹包括「港獨」在內的「自
決」而被DQ。在今年區議會選舉期間，「眾志」
秘書長黃之鋒在回應選舉主任的查詢時就故意避
答「港獨」是否「自決前途」的選項之一。海怡
西參選人、新民黨陳家珮昨日在電台節目中多次
踢爆黃之鋒聲稱自己「不代表『眾志』」參選，
及迴避就「自決」表態等都只是為了「入閘」的
詭辯。
周庭去年報名參選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時，選舉

主任指「眾志」鼓吹的「自決」牴觸基本法，裁
定其提名無效。她向高等法院提出選舉呈請，最
終雖基於程序問題獲判勝訴，但高院法官周家明
在判詞中明確指出，基本法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故「自決」之說不符合基本法，
鼓吹者不可能真誠擁護基本法，而鼓吹通過「公
投」令「港獨」成為「選項」之一，亦不符基本
法的原則。

避答「港獨」是否「自決前途」
有此「前車之鑑」，黃之鋒此前在回覆選舉主任

的提問時，聲稱自己不是以「眾志」代表參選，又
稱自己從不支持「港獨」，但就避答「港獨」是否
「自決前途」的選項之一。
陳家珮在電台節目中質問，比較「自決派」朱凱

廸和黃之鋒對選舉主任查詢的回覆可以看出，朱凱
廸之所以能「入閘」區選，是因為明確表示自己放
棄了之前「自決」的主張，黃之鋒卻「長篇大論」
地搪塞，並沒有直接回答。
黃之鋒詭辯稱，選舉主任倘對其「長篇大論」有
疑惑，可以再次向其發信查詢，又稱自己身為「眾
志」秘書長，所以希望將「眾志」成員周庭的選舉
呈請判詞的誓章一同回應給選舉主任，以表明自己
的「法律立場」。

不斷轉移視線 陳逐點駁斥
陳家珮順勢質問黃之鋒，他何以又自稱不代表

「眾志」參選。黃之鋒企圖轉移視線稱，現任新民
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是「匯賢智庫」的創辦人，
但她在參選今屆立法會時並未在政治聯繫中申報
「匯賢智庫」。陳家珮即反駁道，「匯賢智庫」不

會講「自決」。
黃之鋒又再轉移視線，稱區諾軒是「民陣」召集人，在參與區

議會選舉時亦未作出申報。陳家珮直言，他未有申報，是因為他
當時是民主黨成員。黃之鋒見拗不過，只得轉移話題，稱「眾
志」只是「民間團體」云云。
陳家珮又狠批黃之鋒將18區選舉主任的名單呈交美國國會，要

求美國制裁香港的選舉主任，是公然主動乞求美國干擾香港的區
議會選舉，「這是真心為香港好的人會做的事情嗎？」
身為家長，她真心呼籲黃之鋒與暴力割席，也希望不顧自己

前途而走上街頭暴力衝擊的年輕人、大學生睜大眼睇清楚。
「即使他們再勇武，也沒有多少個黃之鋒可以隨時出入美國國
會，和國會議員交流的，也沒多少個羅冠聰可以輕易去耶魯大
學進修；但是他們的前途就斷送了。」

■有fb專頁煽動罷買撐建制商舖。 fb截圖 ■暴徒肆意破壞商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