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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下屆區議會將由反對
派主導，是次選舉中落選的新民黨社區主任劉聖雪，昨
日出席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時坦言，今次選舉是「贏
了政治，輸了民生」，憂慮當選的煽暴派區議員，會使
用區議會的資源繼續支持所謂的「街頭抗爭」，希望他
們不要將政治凌駕民生。
劉聖雪直言，今次選舉是「贏了政治，輸了民生」，因
為有很多煽暴派候選人大打政治牌，才贏得議席，但同時
抹殺了其他很多扎根地區多年、着重民生的議員的努力。

劉聖雪：勿漠視四成選民意願
她表示，雖然今次選舉中建制派需要承擔未能勝出的
後果，但強調同時亦有四成選民是支持政府和建制，指
煽暴派的討價能力或許比以前高，但不代表可以漠視這
四成選民的意願。
另外，劉聖雪亦憂慮當選的煽暴派區議員，會使用區議

會的資源繼續支持所謂的「街頭抗爭」，因為他們從沒與
暴力割席。她希望當選者不要將政治凌駕民生，也不希望
見到暴力情況繼續在社區發生。因此，劉聖雪未來將會不
斷監察新任區議員在社區的工作。
被問及新民黨派出二十多人參選，結果空手而回，會
否出現「退黨潮」，劉聖雪認為出來參選社區服務的人
會知道自己的初心，希望社會變更好，民生工作亦做得
更到位，所以新民黨不會一時三刻「亡黨」或出現「退

黨潮」。

乳鴿揚言「抗爭」素人屈「警暴」
對於被質詢當選後，區議會的首要任務為何時，成功

贏出選舉的民主黨趙家賢聲言要繼續「抗爭」，讓特區
政府回應「民間訴求」。他稱，會以「忠誠勤政」的態
度去服務市民。
另一名煽暴派候任議員、觀塘區候任議員梁凱晴更一

度將黑衣人暴力破壞香港的成因和原因，歸咎於特首、
特區政府和警隊的身上。她聲言自己非常理解一些「抗
爭者」越來越激動的「理由」，所以區議會「首要任
務」是想特區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在社區層面「制
衡『警暴』」云云。

建制憂區會資源用作煽暴搞事

■劉聖雪希望煽
暴派區議員不要
將政治凌駕民
生。 港台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煽暴派當選區議員還未上
任，已經大搞政治、懶理民生。
一批元朗煽暴派現任區議員及新
當選區議員，昨日聯署寫信給行
政長官，聲稱要求對方回應所謂
「五大訴求」、跟進「7．21事
件」及「追究並重組警隊」云
云。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強調，區議員本身
的職能，主要涉及地區事務，為
居民搞好社區，而非只掛着「區
議員」之名，大搞政治鬥爭，甚
至以各種歪理包庇暴徒。他們奉
勸這批現任和新當選議員做好本
分。
該批煽暴派議員給特首的公開

信中，提及要求特區政府立即回
應所謂「五大訴求」、停止「濫
捕、濫告抗爭者」、立即制止警
察「暴力」、重啟政改，落實真
雙普選，以及馬上成立獨立調查
委員會，調查一系列針對警察的
事件，盡早將有關人士「緝拿歸

案」。該信件又要求特區政府制
定所謂「示威者失蹤名冊」云
云。

盧瑞安斥掛名玩政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

出，區議會的職能，就是為街坊
處理地區問題，解決區內設施及
交通等問題，但今屆區議會選
舉，煽暴派在外國勢力撐腰下，
把單純處理民生事務的區議會政
治化。
他坦言， 大家擔心在未來數

年社區工作能否正常運作，但問
題已逐步顯現，有關人等尚未正
式履新已經借「區議員」之名，
大玩政治，包庇暴徒，有關情況
對社區、對香港均沒有好處，也
非街坊之福。

何俊賢斥煽風謀奪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認

為，香港並非政治城市，卻被
煽暴派與外國勢力聯手，把一

直風平浪靜的城市，變成政治
戰場，連月來不斷挑起事端，
藉以撈取政治好處，該封公開
信只是其中一種手法，亦可算
是他們的奪權部署。
他批評，煽暴派只善於搞各

種政治鬥爭，根本不顧民生議
題。他認為，除非市民大眾齊
心合力，以一股很強的決心抗
暴，否則，這種黑色鬥爭始終
會揮之不去，甚至不斷蔓延。

何啟明責失職愧對街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

示，奉勸該批煽暴派議員先看
一看區議會的職能，以及區議
員本身的工作範圍，並非掛了
「區議員」之名，就可以肆意
妄為，想做什麼便做什麼，甚
至把居民放在一旁，拿議員的
薪津，大搞政治工作甚至公然
包庇暴徒。他反問，有關行為
是否對得起區內街坊，希望這
批議員做好本分。

政界批煽暴區議員只搞政治懶理民生

勝敗僅一時 惠民踐初心
姚銘嘆區選竟要「靠嚇靠燒」欣喜任內見證社區成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賣港派成功
讓美國有藉口制定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後，即食髓知味，企圖再引入其他國
家去「制裁」香港。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民陣」副召集
人黎恩灝到訪澳洲首都坎培拉，聲言要游說
當地訂立澳洲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云云。多名政界及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批評，煽暴派一干人等，並非
真心為香港好，只顧藉社會混亂撈取個人的
政治本錢，做法可恥。
李卓人日前向傳媒稱，將參與由澳洲戰略
政策中心主辦的圓桌會議、澳洲國立大學的
公開講座，並將與關心香港的跨黨派國會議
員會面，相信澳洲政界「需要借鑑香港情
況」，並「有責任」監察香港人權等狀況。
他揚言，「國際戰線」是反修例其中一條主
要戰線云云。

梁志祥：自製「八國聯軍」
對於煽暴派的行為，全國政協委員、新社

聯會長梁志祥批評，該批人較漢奸更為漢
奸，卑鄙程度難以用筆墨所形容，直斥有關
人等若愛自己的國家地區，就算有任何不
滿，也不會這麼狠心破壞，更不會多次乞求

外國勢力搞亂香港社會。
他說，有關人等的行為等同自編自導現代
版的「八國聯軍」，簡直匪夷所思。梁志祥
更提到，過去半年的亂象，已經演變成恐怖
主義行為，市民被行私刑已成慣例，實在難
以置信。他直言，就是這班煽暴派令香港變
成今日這樣，更為配合外國勢力的政治議
程，把香港推向深淵。

郭偉強：撈政治資本謀私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出，煽暴派慣
用的板斧，只懂與外國勢力裡應外合，常利
用市民，對特區政府施政不滿情緒大做文
章，挑起社會混亂，令外國勢力有藉口，在
香港植根勢力，從而影響香港內部運作，甚
至妄圖圍堵中央政府。現美國行出第一步，
煽暴派當然跟隨外國勢力下一步的部署，再
串聯其他西方國家，繼續向特區政府施壓。
他直言，有關情況只對煽暴派撈取政治資本
有利，但對香港根本沒有任何好處，甚至對
香港有害而無利。

顏汶羽：違國際慣例謀禍港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提到，煽暴派不
斷在國際社會唱衰香港，令香港形勢更為

複雜，對香港社會穩定毫無幫助。
香港市民期望社會能夠盡快停止一切暴亂

情況，生活重回正軌，讓社會撕裂可以癒
合，再現香港應有的光輝。對於煽暴派一而
再，再而三勾結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及
香港事務，他批評這是違反國際慣例，游說
通過損己害人的法案，亦是脫離香港市民期
望，傷透香港市民的心。

赴澳洲推禍港法案
賣港派撈政治私利

■譚文豪稱已抵達澳洲，準備與當地議員會
面。 譚文豪fb圖片

「勝敗本乃兵家常事，選民選擇由其他人出
任當區區議員，落敗的一方也必須接

受。」姚銘日前在接受《港人講地》訪問時豁達
地說道。雖然接受落敗，但他對選舉期間，其區
議員辦公室遭縱火三次、搗毀兩次，如今仍然滿
目瘡痍，甚至家人亦備受欺凌的事情，仍然感到
耿耿於懷。他質疑，區議會選舉明明就是民主選
舉，為何今日卻出現「靠嚇」、「靠威逼」、
「靠縱火」的情況。

議辦三度遭焚 黑魔登宅恐嚇
姚銘說，不理解為何香港的民主發展，要發展

到所謂「殺人填命」、要「死全家」的地步，
「我的家和每個人一樣都是普通家庭，由公屋抽
到居屋，很辛苦有一個居屋，不是什麼大富大貴
之家。一個這樣難得拿到的家、這麼寶貴的一個
家，門口被人寫這些字，我認為是不可理喻！」
服務社區足足15年，姚銘今次卻輸給一位新
手，支持者縱千般不捨，姚銘卻依然感恩，他對
自己有機會服務華都選區這個自己小學所位處的
選區感到幸運，「我對這裡一磚、一木、一瓦，

都伴隨着一同成長，所有都一同成長。」由無到
有、由有到優，該區以往連一條過海的巴士線都
沒有，發展到今天已有全日的過海巴士線，及全
日的西九龍巴士線，這些都是在姚銘的任期內落
實，種種的政績，姚銘對這十多年的工作可說是
無愧於心。
面對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姚銘亦淡然以對，

「這個選舉的結果可能是市民選擇，市民選擇出
一個不需要在地區踏踏實實做工作的人。」
他堅信很多事不是喊幾句口號出來就可以解

決，還要去落實、去走、去看，這才真正是「為
民做事」，希望勝出的候任議員好好去關心社
區、參與社區工作。

街坊囑4年後捲土重來
專訪亦提到訪問當天，姚銘和當區街坊熱絡互

動，有長者對他落敗感到可惜，亦有街坊表明，
希望他 4年後可以捲土重來：「4年之後再來
過，4年之後我再支持你！加油！」一點一滴的
街坊情，都鼓勵着建制派中一代又一代的社區人
士不要輕言放棄。

服務社區15年的民建聯北區區議員姚銘，今年卻

在政治大風波下，在區議會換屆選舉中敗給了新丁。

日前，姚銘在接受網媒訪問時表示，他對這十多年的工作無愧於心，而且堅信很多事

不是喊幾句口號出來就可以解決，還要去落實、去走、去看，這才真正是「為民做

事」。他坦然地說，選舉勝敗只是一時，但服務社區的心不會因此改變，只希望新當

選議員好好去關心社區、參與社區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聯合國人權高專巴切萊特
前日在香港媒體發表文章，妄
評中國香港特區局勢，干涉中
國內政。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
發言人陳亞歐昨日批駁其涉港
錯誤言論，指出該言論嚴重違
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
則，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向
巴切萊特和人權高專辦提出嚴
正交涉，「巴切萊特的文章公
然干涉中國內政，向特區政府
和警方施壓，只會助長暴亂分
子氣焰，甚至鼓勵他們採取更
加激進暴力的行為。」

陳亞歐讚警衛港法治
陳亞歐指出，香港回歸以

來，「一國兩制」得到切實貫
徹落實，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
就。然而，當前香港持續發生
的激進暴力犯罪行為，嚴重踐
踏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破壞
香港繁榮穩定，嚴重挑戰「一
國兩制」原則底線。
他讚揚，面對激進暴力犯罪

行為，香港警隊一直堅守崗
位，恪盡職守，在執法過程中
保持專業和克制，為恢復社會
秩序、維護社會治安、捍衛香
港法治付出了巨大努力，承受
了巨大壓力，做出了巨大犧
牲。
陳亞歐強調，香港目前的問

題根本不是什麽人權和民主問
題。激進分子打着「五大訴
求」的幌子，肆無忌憚地實施
暴力犯罪，踐踏香港的法治和
社會秩序，挑戰「一國兩制」
底線，這不是在表達什麽訴
求，而是赤裸裸的「政治恐
嚇」、「政治要挾」，目的就
是搞亂香港、癱瘓特區政府，
進而奪取特區的管治權，使
「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他說：「止暴制亂、恢復秩
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我們將繼續堅定支持行政長官
帶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
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
執法，堅定支持香港司法機構
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
陳亞歐重申，香港是中國

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不容任何國家、組織
或個人以任何方式干預。中
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
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
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
心堅定不移。我們敦促人權
高專和高專辦恪守《聯合國
憲章》宗旨和原則，認清香
港激進暴力分子的本質，停
止發表不負責任的錯誤言
論，不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
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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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銘坦然地說，選
舉勝敗只是一時，但
服務社區的心不會因
此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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