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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候選人涉理大暴動被捕
羅健熙煽搶攻「救人」林進逃脫不成投降

穎欣協助談判 工友有得留低 廖興洪海報被毀 警追兇遭刀割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區議會選舉投票日臨近，不
少建制派候選人的辦公室遭黑衣
魔大肆破壞，有建制派候選人的
選舉海報亦遭人惡意刑毀。昨日
清晨，一名疑為「黃絲」阿伯趁
人流稀少之際，在上水區用鎅刀
破壞民建聯區議會候選人廖興洪
的海報，被街坊喝止時拔足逃
跑，一名休班警加入追捕，並與
街坊合力制服「破壞王」，糾纏
間休班警面部被疑犯揮刀鎅出
「交叉」的傷痕，疑兇被捕。
被捕男子姓羅（72歲），涉嫌
「有意圖而傷人」及「刑事毀
壞」罪名，案件交由大埔警區重
案組第一隊跟進，正調查其犯案
動機。案中英勇擒匪休班警長，
右面有兩道鎅刀造成的「交叉」
傷痕，每道傷痕約5厘米長，幸

傷勢不嚴重，送院經治理無大
礙。
消息稱，昨清晨6時許，有街坊

途經上水東慶路少年警訊會所
時，發現一名老翁站在路邊形跡
可疑，觀察後發現老翁正手持鎅
刀，懷疑破壞掛在路邊的民建聯
區議會候選人廖興洪的選舉海
報，隨即大聲喝止。

見事敗即拔足狂奔
老翁見事敗即拔足狂奔逃跑，

附近一名休班警聞訊趕至表露身
份及加入追捕。老翁跑出數十米
即被眾人截停，但仍以鎅刀作武
器向休班警施襲企圖突圍。
最終，休班警與熱心街坊合力

制服拘捕，糾纏間休班警面部被
鎅刀割傷，須送院治理。事後警
員到場調查，發現現場一帶有多

張選舉橫額被毀壞，不排除屬同
一人所為，涉案老翁被押署扣
查。
廖興洪為現任北區區議員（鳳

翠）， 今屆區選競逐連任，同選
區候選人還有蔣旻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在煽暴派候選人
借警方包圍拘捕佔據理工大學校園的黑衣魔，大
肆挑動不安和仇恨之際，不少建制派候選人就選
擇在社區默默協助弱勢社群。今個月初，麗閣邨
更換清潔公司，工聯會麗閣選區現屆區議員、今
年競逐連任的陳穎欣，就協助原公司清潔工友與
公司代表談判，爭取到大部分的工友順利過渡到
新的清潔公司，繼續在麗閣邨服務。

今次工作倍感溝通重要
「雖然政府於去年提出連續性合約滿一年的外
判工可享有年薪6%約滿酬金，但實施日期是2018
年10月10日。此前訂立合約的外判員工未能受惠
於新政策。」陳穎欣在fb表示，在上月下旬，即
麗閣邨更換清潔公司前夕，她協助工友與清潔公司
代表談判，及協助工友爭取一個滿意的方案。
大部分的工友都順利過渡到新的清潔公司，陳
穎欣目前還在協助一名工友就假期的計算向清潔
公司和房屋署進行跟進工作。「今次的跟進工作
特別令我體會到溝通的重要，亦讓我應用到從調

解實務證書所學到的溝通和談判技能。感謝工友
的信任。」她說。
陳穎欣呼籲：「希望成真，持續發生！未來4

年，穎欣願意繼繼肩負重任，作為市民和區內不
同持份者溝通的橋樑，協助化解矛盾，讓問題得
以圓滿解決。懇請大家11月24日投票支持我連
任，讓希望延續！」
麗閣選區候選人還包括李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繼續
討論特區政府如何確保24日區議會選舉公平、公
正地舉行，選民能在不受阻礙及威嚇的情況下投票
的休會待續議案，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均表示，
建制派候選人的辦事處被破壞，連人身安全亦受到
威脅，影響了他們的選舉工程，特區政府必須正
視，並呼籲香港市民通過手中的一票，用選票向暴
徒說不，向包庇縱容這些暴徒的政治勢力說不。

葛珮帆：議辦電話線被剪斷
是次休會待續議案由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提出。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昨日在發言時直指，有過百個建
制派議員的辦事處被破壞，「他們（黑衣魔）很聰
明，特意剪斷電話線、互聯網線，全都剪斷了，我
們如何與選民聯絡？我們不能用辦事處的電話，打
電話通知選民投票。」

麥美娟：遭受前所未見威脅
在偉盈選區競逐連任的工聯會議員麥美娟指出，

她是第七次參加區選，而今次選舉是歷年來最艱辛
的，艱難在於選舉不公：建制候選人遭受前所未見
的暴力威脅。由報名參選開始，她的辦事處已多次
被針對性破壞、選舉宣傳品被全數損毀，甚至住址
等私隱被公開，近日更有人向她發出死亡恐嚇、滋
擾她做街站接觸選民，「這些行為已不光是政見立
場的問題，而是明顯地企圖以暴力滅聲，干預選
舉。」
她質問道：「究竟選管會去咗邊？政府止暴無

方、選管會在確保選舉公平的工作上亦無所作為，
我促請政府必須真．竭盡所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地

進行，令選民能在免於恐懼、安全下投票，而候選
人也可在公平的環境下競選。」
麥美娟直言：「我們已沒有返工的自由、沒有返

學的自由、沒有言論自由，連想正常生活的自由也
沒有，但我們仍有投票的自由！所以我呼籲大家，
今個星期日區議會選舉投票日一定要出來投票，拒
絕攬炒、重建和諧社區，靠你手中一票自救！」

何啟明：民生問題放最優先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形容，今年區選舉可以說是最

嚴峻的一次，「不只是席位的輸贏，更重要的是香
港人可否為自己立場發聲！今次選舉是有人刻意將
某一種聲音強加於所有人身上，當你不認同，就會
將你滅聲，這是一個多元社會所接受的嗎？」
他續說，人人立場不同，「有人想將政治問題放

在最優先，但不要忘記有人會將房屋問題、民生問
題放在最優先，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而選擇，
一個選舉應當如此。但當在網上平台發言被滅聲、
街頭宣傳被攻擊、匿名信抹黑，難道香港連小小聲
音都不能容下？」

何君堯：支持選舉順利進行
本月初在街頭進行選舉活動時被刺的新界西議

員、在今次區選屯門樂翠選區競逐連任的何君堯在
會上發言時則表示，支持本次區議會選舉順利進
行，並希望社會「化干戈為玉帛」，正面參與本次
選舉，積極投票。「誰贏誰輸並不重要，最重要是
不要輸掉香港。」
偉盈選區還有冼豪輝；樂翠選區候選人還有盧俊

宇、蔣靖雯。

羅健熙本周一（18日）於理大外約500
米的幸福中心被警方拘捕。民主黨聲

稱，該黨當日接獲「大批市民」求助，羅
健熙遂與黨內其他立法會議員到場了解衝
突發展，及為「有需要市民」提供協助，
並辯稱他在場只是「執行黨務」。

羅健熙fb發辱警帖子
在其 fb，羅健熙經常侮辱警員為「黑
警」、「活死人政府 喪屍兵團」，散播
仇警情緒，就連在獲保釋外出後，他仍發
帖教唆其他被捕者「警誡口供『我冇嘢
講』」。
林進同日（18日）與一名女子一同從理

工大學連接尖東行人天橋頂部離開理大，
走到橋頭時遇上多名防暴警員在場。防暴
警發現兩人後即時以槍指向他們，林進向
在場的市民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後投降。

林進「連登」文宣骨幹
林進是典型的「連登仔」，也是煽暴溫
床「連登討論區」的「文宣谷」骨幹。他

最為人熟悉是以「網民」身份，申請7．27
「光復元朗」遊行。煽暴派圈子裡，一直
有傳他的幕後軍師是煽暴派議員朱凱廸，
與朱凱廸過從甚密。早前，有傳媒就目擊
到林進到達元朗天水圍天晴邨晴彩樓地下
的朱凱廸議員辦事處，夜會辦事處的職
員。
今年6月初，林進設fb專頁，自我簡介

畢業於科大電子工程系，是「科大行動」
成員、科大學生會評議會委員，行為激
進。2012年，他夥同仍是中學生的「香港
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煽動學界參與「反
國教」罷課集會。
林進在宣佈參選時稱，其口號是「共抗

暴政，同守我城」，並曾經參與11月2日
維園的非法集會，其後集會變成黑衣魔堵
路，再一次造成暴力事件。
身為區議會候選人的理大學生校董李傲

然，雖然期間未有被捕，但在理大被黑衣
魔佔據後就不時在校內出現，並於上星期
二（12日）被警方在校內截查。他當時解
釋稱，自己只是到場「調停」及「提供協
助」，和要求在場警員「冷靜」，警方對

其搜身及查閱身份證後放行。

判刑逾3個月將失議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

國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根據《公
安條例》第十九條，任何參與被定為非法
集結的集結者，即凡有3人或以上集結，
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
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破壞社會安寧，
該集結即屬暴動，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監
禁10年。
同時，根據《區議會條例》第二十四

條，任何民選議員在當選日已在香港或任
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但未服刑
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
罰，或在當選後被裁定犯下任何罪行，並
就該罪行被判處為期超過3個月，而不得
選擇以罰款代替的監禁，不論是否獲得緩
刑，即喪失擔任議員的資格。
有區議會候選人出現在暴動場所，意圖

吸引傳媒報道，增加曝光，變相是另類的
選舉宣傳。到底這種行徑需否計算在選舉
經費內，會否造成選舉不公？馬恩國表示
「好難講」，但根據相關條例，新聞報道
毋須申報為選舉經費，因為該候選人在報
道中並沒有主動權，他不能控制傳媒會否
報道與他有關的事，故不被視為選舉廣
告。換言之，煽暴候選人以暴力衝擊作宣
傳平台，法例也是「無王管」。
羅健熙是南區區議會利東二選區候選

人，同區另一候選人為民建聯譚晉杰；
林進參選的瑞華選區，其他候選人包括
黃子毅及周永勤；李傲然參選的油尖旺
大角咀北選區，其他候選人還有民建聯
的劉柏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毗鄰紅磡海底隧道的理工大學淪為暴徒

巢穴，更以理大作據點向紅隧狂掟汽油彈，企圖癱瘓九龍重要的交通命

脈，手法之暴戾令人咋舌。警方此前一舉將理大重重包圍，煽暴派公然

鼓動大批「勇武派」及激進示威者搶攻該校，企圖營救校內的黑衣魔，

並與警方短兵相接爆發連場激戰。連日來，警方累積拘捕或登記約千

人，其中最少兩人為今屆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包括民主黨副主席的羅

健熙及「天水連線」的成員林進。有關人等一旦被控暴動罪罪成將面臨

監禁，根據《公安條例》，一旦罪成，最高刑罰為監禁10年。

■陳穎欣與工友們進行溝通。
■休班警制服疑犯遭疑犯揮刀割
傷面部送院治理。 網上圖片

■羅健熙 資料圖片 ■林進（左）逃離理大校園不成後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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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暴徒一連多日縱火及向警方投理大暴徒一連多日縱火及向警方投
擲燃燒彈擲燃燒彈，，企圖癱瘓九龍交通命脈企圖癱瘓九龍交通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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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議會選舉在
即，泛暴派為催谷選票，繼續散播仇警情緒，更
將是次區選形容為「止警暴」。多名建制派立法
會議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周日
（24日）舉行的選舉，是建設與破壞之爭、穩定
與暴亂之爭，更是重建家園與持續家園被破壞之
爭，並呼籲每名選民利用手上一票，踢走泛暴派
的，表達不要暴力，還我和諧社區、還我香港的
心聲。
十多名泛暴派立法會現任及前任議員昨日舉行
區選造勢大會。他們聲稱，修例風波至今5個多
月，被捕人數已達數千，還有不少「示威者」受
傷，「更引發出極其嚴重的警暴問題」，而周日
（24日）的區選，是對「警暴問題」清晰表態
的重要時刻。公民黨前主席梁家傑此前更形容，
是次區選是「公投對決」。

陳恒鑌：以選票表達止暴制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直指，今次區選的確
是兩個陣營的「對決」：是破壞與建設之爭、穩
定與暴亂之爭，更是重建家園與持續家園被破壞
之爭。
他批評，黑衣魔搞亂香港已經持續近半
年，令香港市民生活在黑色恐懼中 ，而泛暴
派非但拒絕與之割席，更處處維護甚至煽動他
們繼續行非法之事。今次區選，市民必須發
出強烈的信息，通過選票表達要求止暴制

亂、令社會重回正軌的心聲。否則，泛暴派
將再一次強姦民意，繼續搞亂社會，甚至推
動「港獨」。

郭偉強：街坊盼社會回復平息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在和富選區競逐連任的郭

偉強透露，自己每次落區和街坊接觸，很多街坊
都向他反映，希望用自己的選票令社區回復平
息，暴力能盡快止息。泛暴派聲稱市民投票是要
「止警暴」，是毫無根據的。
他強調，在暴力事件平息後，社會上還有很多

工作需要處理，包括展開對話，追回經濟損失、
改善失業率等問題，希望大家現在應將焦點集中
在止暴制亂、改善民生的問題上，而非騎劫區
選，要將政治爭拗帶入社區。

吳永嘉：盼政府完善選舉法例
立法會工業界（第二）議員吳永嘉表示，區議

會是香港政治體制的重要一環，選舉區議員絕不
是泛暴派口中的什麼「公投」。經歷近半年的暴
亂，選民都希望用手上的一票，反映止暴制亂、
踢走泛暴派的心聲。
他並提到，由於網上消息氾濫，為防範選舉期

間的假新聞、假消息，希望特區政府奮起直追，
進一步完善的選舉法例，確保日後的選舉可以在
公平、公正之下順利進行。
和富選區還有陳嘉陽、林斯嵐。

建制籲選民票踢泛暴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