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票一天搞掂 墨水易乾無認樣
選舉處駁斥網上謠言 不讓煽暴派陰謀得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今日是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日。是

次選舉被黑色恐怖籠罩，煽暴派不斷散佈謠言，訛稱選舉分兩日作兩批投

票；又誣指政府使用難乾墨水製造廢票；甚至屈政府使用人臉識別系統拘

捕疑犯等，企圖阻撓區議會正常進行。選舉事務處昨日一一駁斥謠言，強

調今日為選舉日，所有選民在同一日投票，任何以欺騙手段妨礙或阻止另

一人在選舉中投票，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7年。處方並

提醒選民，選舉今早7點半至晚上10點半進行，呼籲選民緊記帶同香港身

份證正本前往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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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煽暴派再
與外國反華政客裡應外合，粗暴干預香港事
務。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在社交網站發
文，聲稱獲得香港煽暴派團體邀請，要到香
港「監督」區議會選舉事宜。多名香港政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區選
完完全全是香港事務，外國勢力無權干涉，
特區政府不應容許這些公然破壞香港制度的
政棍入境香港，而主動「邀請」外國勢力干
預香港事務的政客，已經違反了香港基本
法，不配服務香港。
奧爾頓昨日聲稱，是次來港主要「監督」
香港的區選，又暗稱若「有問題」可以在其
社交網站「舉報」，更會親手向被選舉主任
DQ的「港獨」組織「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
鋒頒發「人權獎」。

馬逢國：外力無權干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馬逢國指

出，香港選舉是一個陽光下式的選舉，公
平、公正及公開，任何人都可以來觀摩，但
絕對不能容忍所謂的「監督」。奧爾頓高調
來港，並擺明車馬要干預是次選舉，特區政
府應該採取合適行動。
他強調，區選是香港自己的選舉，外國政

客無權干預，倘有人以不同手段企圖令某些
人當選或落選，就會違反了香港的選舉條
例。

何俊賢批引狼者是賣國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英美一直
都在尋找空間及機會擴充其霸權。由美國國
會通過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到
英國政客親身來港「監督」區議會選舉，全
都是其「菜單」之一。
他指出，外國政客可以觀摩、學習香港的
選舉，但沒有資格監督香港選舉，並批評這
些外國政客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傷害了香

港，特區政府應將其列入不受歡迎人物的名
單上，拒絕他入境。
何俊賢並批評主動邀請奧爾頓來港、要求
干預香港事務者是賣國賊，已嚴重違反了基
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不配繼續服務香
港。

盧偉國：沒資格說三道四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強調，區議會選舉完全

是香港的事務，外國政客來港觀摩、參觀，
汲取經驗是可以的，但絕對沒有資格說三道
四、指指點點粗暴干預，甚至企圖影響選
舉。
他指出，外國政客一直以不同的途徑對香

港事務指指點點，近期更以行動作出粗暴干
預，事態嚴重。這些對香港圖謀不軌的人，
特區政府應多加留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七旬退休
翁，涉嫌於今年9月、10月及11月接連三次破
壞民建聯區議員、村代表廖興洪的選舉海報，
並在11月同日涉用鎅刀鎅傷一名到場制止的
警長面部，致警長面上出現一處「交叉」傷
痕。被告昨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被控3項
刑事毀壞及一項傷人罪，暫時毋須答辯，不准
保釋，須還柙至明年1月3日再提訊。
被告羅炎達（72歲），被控的3項刑事毀壞

罪。控罪指，他分別在今年9月18日、10月31日及11月21日，於
上水東慶堂外及上水圍一帶，損壞共25張屬於廖興洪的選舉海報。
他另被控一項有意圖傷人罪，指他在11月21日在上水莆上村16號
1A號外意圖使警長「X」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他。
署理主任裁判官張潔宜應控方要求，拒絕被告保釋申請，須還柙

監房看管至明年1月3日轉到粉嶺裁判法院再提訊，以待警方作進
一步調查。
據悉，被告曾在上水鄉村租屋，其間與業主之間有訴訟，最終敗
訴，因而遷怒於村代表、現任民建聯區議員廖興洪。廖興洪現為北
區鳳翠選區區議員，正競逐連任，同區另一名候選人為蔣旻正。

煽暴派為了勝選，不斷散播謠言。日
前，網上流傳選舉分兩天，投「泛

民」的在今日進行、投建制的在明日進
行；亦有傳投票站會安裝人臉識別系統即
場拘捕逃犯；還有傳今屆選舉會使用較難
乾透的印章墨水，在選票對折後造成污
損，令選票作廢等。

選舉處：阻投票可囚7年
選舉事務處昨日通過政府新聞公報、
facebook等途徑澄清謠言。選舉事務處強調，
2019年區議會選舉日是11月24日，所有413
萬選民將在同一日投票。任何以欺騙手段妨
礙或阻止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一經定罪，
最高可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7年。
處方續指，選舉沒有轉換墨水，根據法
例，有污跡不能自動令選票無效，除非污跡
令投票站主任覺得投票人並沒有作出明確選
擇，或者判定污跡是一種記認，可藉此辨別
選民身份，才會無效。處方並說，點票時候
選人及支持者都會在場，監察投票站主任的
決定，呼籲市民請勿輕信謠言。

票站沒有人臉識別系統
至於安裝人臉識別系統的謠言，處方
強調，投票是保密的，全港所有投票站均
沒有設立人臉識別系統，或拍攝選民投票

情況，網上有關謠言純屬虛構。
網上一再有人煽動大家收起家中長者

的身份證，不讓他們投票。選舉事務處昨
日亦呼籲，選民除了可帶香港身份證正本
去投票外，還有一系列指定的替代文件可
用，包括特區護照；申請身份證的收據，
即入境處發出的「行街紙」；警察報失紙
及有相片的旅遊證件；海員證，有任何一
項證明均可前往投票。
有關的網絡謠言四起，有人張貼虛假的
建制派選舉單張。參選中西區東華選區的
民建聯候選人張嘉恩日前在facebook指，
發現區內多處貼有假冒她的選舉單張，盜
用民建聯的標誌及其上載於facebook的圖
片誤導街坊，影響其選舉工作。
有關虛假單張內容，包括「支持警察

使用適當武力制服學生」、「香港二噁英
因濫放催淚彈而造成嚴重超標，清理污染
耗時6年，不育、致癌、生畸胎、氯痤
瘡、病變」云云，硬將這些言論與張嘉恩
拉上關係。張嘉恩對相關惡行予以強烈譴
責，並已報警處理。
為了支持區議會選舉，方便市民投

票，港鐵昨日宣佈會在今日加派人手，除
了機場快線以外的各鐵路線、輕鐵及港鐵
巴士的服務今日將營運至晚上11時。
東華區候選人還有伍凱欣。

英政客赴港謀干選舉 政界促拒入境 涉毀海報鎅傷警 七旬翁還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今日是區議會選舉投票
日，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特
區政府會傾全力從不同角度及方位確保選舉能順利進行，
並明言所有妨礙選舉的人都與全港市民對着幹。
張建宗表示，是次區選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所有議席都

有競選的選舉，有400多個議席、1,090個參選人、410
萬名合資格選民，是民主的體現及龐大的民主工程，冀
選舉能公平公正、和平有序及誠實進行。
他指出，特區政府會傾全力確保選舉能順利進行，

包括動員兩萬名公務員負責投票站的整體工作；每個
票站都會設有防暴警察，亦有民安隊、消防人員、緊
急應變人員和外聘保安人員，希望能維持秩序，冀不
會有大型動亂或影響到選舉的操作出現。
張建宗強調，所有妨礙選舉的人都與全港市民對着

幹，如果示威者堵路、製造混亂、攻擊或威嚇選民，
都會嚴重影響選舉的公平公正。他說，選舉管理委員
會和危機處理小組會在今天全日運作至選舉完結，特
區政府高層亦會留意選舉進展。

李家超：警應變隊應付突發事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時亦強

調，特區政府會盡全力確保區議會選舉安全、公平、
公正地舉行。警方除派員把守各票站及在附近高姿態
巡邏外，還設立了快速應變隊伍，隨時處理突發事
情，讓市民今日可以安心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煽暴派
不斷煽動、包庇在全港逞兇的黑衣魔，
但到區議會選舉前夕，煽暴派的候選人
就幾乎停止了所有煽暴行為。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在區選前夕連發多帖，以
理工大學校園此前被黑衣魔佔據、警方
到場包圍多天的情況，向「勇武」和
「泛民」的支持者表示：「只要看看泛
民怎樣背棄困在理大的勇武，就可以預
見在選舉後他們怎樣背棄你。」他並引
用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的一篇文
章，其中並無要求「勇武派」放棄暴
力，而是暗示他們在選舉後才再打再燒
再砸。「星期日一票，投和理非就等於
投勇武。」
此前，大批市民自發清理街道上的
路障，梁振英就發帖質問：「這一個
星期見到各地區都有不同階層的市民
自發移除路障，泛民區議員候選人有
沒有參加？為了選票，歡迎泛民候選
人含淚以行動和暴徒割席。」
在理大事件發生後，梁振英就發帖
「給藏身在理大的勇武」：「過去幾
天，『圍魏救趙』的義士當中沒有泛民
政黨人士，進入理工大學斡旋的
500人也沒有一個泛民政黨人
士，泛民實在太殘忍了。」

他續說：「我相信令你們最難受的
不是衛生環境，令你們不能入睡的不
是警察，而是被泛民拋棄的怨憤。如
果你們游繩、爬渠、怒跑突圍成功，
這個星期天，你會票投泛民嗎？」
梁振英還提醒支持「泛民」的選

民：「只要看看泛民怎樣背棄困在理
大的勇武，就可以預見在選舉後他們
怎樣背棄你。」

引肥黎文證和理非無異勇武
早前，黎智英在《蘋果日報》發表
題為《我們不只得暴力一條路》的專
欄文章，梁振英就發帖，指「投和理
非就等於投勇武」：「黎智英是和理
非，因為我們看見他走在和平示威的
前面，我們沒有看見他掟汽油彈、掟
磚頭掟死人、點火燒傷人。他的文章
標題指的『暴力一條路』，就是勇武
的暴力路線。因此黎智英文章標題中
的『我們』就是指和理非和勇武的結
合。」
因此，梁振英認為，在選舉中選和
理非和選勇武沒有分別，「何況黎智
英文章的關鍵一句，並不是要求放棄
暴力，只是『走在前線的勇武年輕手
足，是否可以考慮在距離選舉只有幾

天的時間，把抗爭行動緩和下
來……』。意思是說，選舉後再打再
燒再砸。星期日一票，投和理非就等
於投勇武。」
民主黨昨晚在facebook稱，「5個月

以來，社會之所以會燥（躁）動不
安，歸根究底都喺（係）一班保皇黨
配合林鄭政府，強推送中惡化（法）
嘅後果！」梁振英就發帖反駁：「民
主黨沒有告訴香港人的，就是在中國
內地居住的西方人，比在香港的還要
多，為什麼人家不怕『送中』？」
他批評，民主黨和其他「泛民人

士」，將社會上不同的意見，激化成

為暴力鬥爭，而且一直都不肯和暴徒
割席，一心一意要和香港攬炒。
梁振英質問道：「民主黨可否告訴

大家，他們支持的候選人當中，有沒
有曾經戴上面罩，穿着黑衣，在香港
的街頭和商場打、殺、燒、搶？」

質疑煽暴派當選搞亂民生
他還發帖揶揄，「泛民做議員，立

法會有樣睇。明（今）日之後，如果
泛民在區議會得勢，泛民會大玩政
治，在區議會會議不斷拉布，土地供
應問題、樓價問題、其他民生問題和
地區問題會更加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 今日就是區議
會選舉投票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在fb發帖，形容今次區議會選
舉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選舉管理
委員會和特區政府都悉力以赴，辦
好這場選舉，讓選民能安心投票，
並呼籲已登記選民今日踴躍投票。
林鄭月娥在帖文中表示，今日是

四年一度區議會選舉的大日子。
「區議會是政府在改善地區事務，
提供公共設施和解決地區問題的重
要伙伴，也是香港政制的重要部
分。今次區議會選舉面對前所未有
的挑戰，選舉管理委員會和特區政
府都悉力以赴，辦好這場選舉，讓
選民能安心投票。」
她說，今次籌備工作涉及大量人

手，工作繁重而艱巨，並要感謝兩
萬多名選舉工作人員及民政署職
員，以及警務處、消防處、民安
隊、醫療輔助隊、廉政公署、路政
署、機電工程署、食環署、新聞處
等過萬名同事，為今日選舉順利進
行而努力。

理大魔變棄子 梁振英籲勿投煽暴派 張建宗指礙選舉者
與全港市民對着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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