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制派遊行促抗黑暴保公平
180名區選候選人立會議員站出來 要求政府選管會正視

各代表在遊行到選管會辦事處時宣
讀聲明，並向選管會代表遞交了

請願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民建
聯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共派出181名候
選人參與，而在過去一段時間，民建聯
有70多個辦事處遭到100多次破壞攻
擊，包括被縱火及灌水，部分辦事處更
不只一次成為攻擊對象。

李慧琼促免受恐懼影響
她續說，在擺街站時，候選人和義

工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騷擾、圍攻，甚
至暴力對待，情況十分惡劣，但選管
會至今仍沒有一套保護候選人、確保
選舉公平公正地進行的措施，故促請
特區政府及選管會都必須讓候選人及
選民可以在免受恐懼的情況下參加是
次選舉。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亦指，近期針對

建制派參選人的暴力或滋擾行為不斷升
級，有候選人被人用木棍追打甚至用利
器刺向心臟。這些暴力行為目的是阻礙
建制派參選人進行正常的競選活動，同
時令社區瀰漫黑色恐怖氣氛，令選民不
敢在11月24日投票。
他續說，建制派多次向選管會投訴、
前後遞交了8封投訴信，惟選管會冷淡
對待，只稱部分屬於刑事毀壞的投訴轉
交由警方跟進，其他投訴則稱難以處
理。他批評選管會未有履行職責，僅將
責任推向警方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吳秋北盼推措施保安全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指，確保莊嚴選舉
不會變成「血腥」選舉，特區政府是責
無旁貸的，希望特區政府提出切實、有
效的措施，令選舉過程以至投票當日都
能夠安全、公平、和平、合法，又呼籲

全港選民擦亮眼睛、團結一致，抵制黑
色暴力。

盧偉國促向暴力說「不」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指，5個月
以來的修例風波，街頭暴力不斷升級，
掟汽油彈、破壞店舖、滋擾街站等已成
為「常態」，非常可悲更非常可恥。暴
力已嚴重損害了香港的經濟和民生，更
摧毀了法治的基石。是次遊行目的正是
要向暴力說「不」，要還市民一個公
平、和平的區議會選舉。

葉太：選民稱恐遭起底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暴力正不
斷升級，該黨多個辦事處被破壞和縱
火，無法為市民提供服務。同時，候選
人在擺街站、派發單張時經常被人包
圍，有候選人的義工更被汽車撞倒，令

很多選民直言不敢前往投票，擔心事後
被點相和起底。對此，特區政府不能坐
視不理，必須制訂確保選舉公平公正的
妥善方法。

邵家輝盼盡快回復公平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指，追求民
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公平，但幾個月以
來，建制派候選人不斷受到滋擾。他希
望可以盡快回復公平的選舉環境，否則
香港只會「無運行」。

田北辰：長遠傷害香港
「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

示，每一位候選人都花了很長時間準備
選舉，倘有人以暴力襲擊候選人，長遠
會對香港造成傷害，希望候選人能夠在
公平、公正的環境下競選，令香港能夠
繼續向前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着新一屆區議會選舉日越近，

針對建制派及其候選人的暴力事件就越趨惡劣。約180名民建聯、

工聯會、新民黨、經民聯、自由黨、「實政圓桌」及獨立的區議會

候選人與立法會議員，昨日由金鐘政府總部遊行至位於灣仔的選舉

管理委員會辦事處，要求特區政府和選管會正視目前社會籠罩黑色

恐怖，已令是次選舉出現極不公平現象，並盡速採取適當措施，令

候選人以至選民有免受恐懼的自由，令本次選舉可以在公平、公

正、公開及安全的情況下進行，並呼籲全港選民團結一致、抵制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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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責任編輯：曲 直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中央囑三權合力解港困局 建制派獻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習近
平，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日前分別會見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均提到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
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齊心協力，共同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建制
派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同，
要解決目前香港面對的困局，就必須齊心合力才
能成事，而這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共同責
任。
習近平周一在上海會見林鄭月娥時表示，香港修
例風波已持續了5個月，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然
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並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
士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齊心
協力，共同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韓正前日在北京會見林鄭月娥時亦指，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仍然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也是
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共同責任，希望香

港各界進一步凝聚起反暴力、護法治、
保穩定的正能

量。

馬逢國：應加快審理程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馬逢國認為，要
營造安全環境，行政、司法及立法機關不能各自為
政。黑衣魔已觸犯屬極嚴重的罪行，司法部門應該
加快審理程序，而判刑亦須具阻嚇性，絕不能「放
生」犯事者，令公眾意識到做任何事都需要付出相
應的代價。
他續說，香港目前充斥着「黑色恐怖」，有支持

警方執法、反對暴力的店舖被接二連三地縱火、破
壞，多名市民被行私刑，更發生了有人企圖謀殺立
法會議員何君堯的恐怖事件，已令不少反暴力的市
民敢怒不敢言。特區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問題，確保
市民可以在安全環境下講出心聲。

張國鈞：宜重判阻嚇黑魔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表示，止暴懲暴並非一

個部門或特首個人的責任，而是需要行政、立法及
司法互相合作，尤其是今次修例風波是

前所未有的，司法部門有責任加快審理案件，而大
部分被捕待審的案件，很多都涉及嚴重刑事罪行，
法庭應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才能令黑衣魔不敢肆
意妄為。

林健鋒：欲止暴須先闢謠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指出，暴力衝擊未止的

原因之一，是部分別有用心者故意散佈虛假的消息
來抹黑特區政府及警隊，不少人未經思考就照單全
收，並對政府產生負面觀感，故若要止暴，就必須
先闢謠。
他建議特區政府加強與各界溝通，盡快澄清失實

言論，讓公眾以至國際社會了解真相，同時，各部
門要積極採取行動，以有效果斷的措施穩定社會，
停止混亂局勢，讓市民能過正常生活、社會恢復平
靜。

何啟明倡訂公僕行政指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目前的暴力衝擊

主要集中由警方應對，其他部

門雖偶有協助，但未如警方一樣積極，有個別公務
員甚至去參與違法衝擊，而行政部門的步伐不一
致，會削弱特區政府止暴的力量。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以止暴制亂作為政策總綱，

並建議公務員事務局應將習近平主席及韓正副總理
的理念化作行政指引，確保公務員齊心為香港的安
穩出力。

黄永光：應把握惠港機遇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黄永光指

出，在香港面臨嚴峻挑戰的關鍵時刻，習近平主
席和韓正副總理先後會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
士，清晰指明香港的發展方向。粵港澳大灣區同
時推出16項惠港政策措施，涵蓋教育、醫療、養
老、住房、交通等各個領域。這是給香港的一針
強心劑，令我們倍感溫暖，倍增信心。香港的年
輕人應該從中看到希望，把握機遇，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
文）區議會選舉臨近，針對建制
派候選人的暴力事件持續發生，
情況令人擔心。行政會議成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昨日在
接受電台訪問時建議特區政府劃
下「死線」，在視乎選舉前一星
期是否仍有大規模的暴力事件發
生，去決定是否推遲或取消區
選。

十分震驚何君堯遇刺
狂徒前日上午企圖謀殺角逐

連任屯門樂翠選區區議員的何
君堯，葉國謙對此十分震驚。
他說，市民在選舉中表達支持
或反對候選人是很正常的事，
但該施襲者先扮演支持者更獻
花，在要求合影的過程中拿利
器刺向何君堯的心肺要害，完
全是有預謀，是等同謀殺的行
為。
他直言，這種暴行定會令所

有的候選人憂慮自己的人身安
全，而若暴力持續，區選就難
以舉行。特區政府須保證選舉
可以在安全、公平的環境中進

行。
葉國謙建議政府可考慮劃下

「死線」，視乎現在至選舉前一
星期的整體社會氣氛後作出決
定，如若在本月17日仍出現「好
大暴力」，特區政府需考慮押後
或取消區選。

料區會或停頓一兩年
他續說，如區選不能在本月24

日進行，最多只能押後14天至12
月1日的後備投票日舉行，倘該
日也未能順利舉行，政府可向立
法會提出修訂選舉法例，才能重
啟選舉，但在現時立法會的情況
下，法案未必容易通過，預計可
能導致區議會停頓一兩年。
他坦言，若在2020年立法會選

舉前未能完成區選，亦會影響立
法會5個「超區」議席，及區議
會（第一）議席的產生，但最令
人擔心的是，如今部分人對暴力
行為的容忍度變高，這與香港引
以為傲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馳。
他呼籲所有支持「和理非」的

香港人，一定要和平表達意見、
遵守法治。

倘區選前一周未止暴
葉國謙倡押後或取消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煽暴派數月來

聲言「暴力能解決問題」，並對黑衣魔暴力襲
擊建制派候選人和普通市民視若無睹，在有人
企圖謀殺建制派區議會選舉候選人何君堯後，
煽暴派亦僅「慰問」何而拒絕譴責選舉暴力。
多名政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
為，煽暴派的「慰問」，完全是應對市民憤怒
的權宜之計，否則他們應該公開譴責暴徒，支
持警察，與暴力割席。他們希望市民不要忘記
煽暴派過去數月的言行，不要被欺騙，並用選
票表達對暴力的反對。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日前代表煽暴
派立法會議員向何君堯「慰問」，但就聲言對
方所受的「主要是皮外傷」。「議會陣線」的
梁耀忠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更質疑事件的
「真假」。
「自決派」的朱凱廸則在facebook發帖，將

近期針對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候選人的現象形容
為「個別事件」，又列舉阿富汗、日本、美國
等國選舉期間暴力情況，企圖證明暴力事件
「不能影響選舉如期舉行」，更暗示投票一旦
延期，就會有「更嚴重」的衝擊發生。

盧瑞安：應與暴力割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煽暴派數月
來拒與暴力割席甚至煽動他人參與違法活動，
在何君堯事件後的「慰問」，與選舉臨近有
關，因為香港大部分市民都同意要止暴制亂，
故他們就為選舉做調整，目的在撈取選票，並

非真心實意，若真反對暴力，就要講清楚和暴
力割席。市民要聽其言、觀其行，看清候選人
是不是全心全意為選區，還是在靠空話，欺
騙、衝擊政府拿選票。
他並批評朱凱廸舉例不當：香港目前面對

的，是整個建制派候選人都受到暴力影響，而
與其提到國家針對個人的暴力情況不同，而在
暴力衝擊影響公平的情況下，繼續選舉是不妥
的處理，不應該採用，「朱凱廸是在偷換概
念，誤導市民。」

蔡素玉：有誠意應撐警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直指，煽暴派所謂

的「慰問」絕非發自真心，而是因為市民對暴
力事件太憤怒了，對這樣的暴力行為實在無法
接受，煽暴派才說出不痛不癢的言論︰「若真

的有誠意，就應該譴責暴徒，和暴力割席，應
該撐警。」
她批評有部分煽暴派議員還對何君堯遇襲說

風涼話，聲稱事件可能是「假的」，更反映他
們並非真心，並呼籲選民看清楚煽暴派的本來
面目，11月24日一定要出來投票，用選票表達
對暴力的反對，支持愛國愛港的候選人，「不
能被他們搞到輸，否則他們更加暴力、更加囂
張。」
針對朱凱廸「個別事件」的說法，蔡素玉指

出，何君堯辦事處被破壞、個人被騷擾已不止
一次，更別說其他建制派區議會候選人屢屢遭
到騷擾、辦事處被破壞，質問道：「怎麼可能
是『個別』？」

陳勇促查有否勾結暴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指
出，針對建制派的「打砸搶燒」是此次選舉最
不公平的地方，「等於把一場比賽的一個跑手
手腳綁住，另外一個就算爬也會贏。」他要求
政府必須查清楚煽暴派是否與暴力分子有勾
結，否則選舉結果認受性會大打折扣。
他狠批煽暴派5個月來不斷鼓吹暴力，市民

要看清他們的真面目，倘投票給他們，香港只
會更亂，並批評朱凱廸的言論是「擘大眼講大
話」，當中建制派議員辦事處被破壞超過100
次，絕非所謂的「個別事件」。
何君堯為屯門樂翠區議員並競逐連任，同區

候選人還有盧俊宇及蔣靖雯。

煽暴派拒譴責暴徒「慰問」何君堯顯虛偽

■朱凱廸在fb發帖，第一句已質疑何君堯遇襲
事件。 朱凱廸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