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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昨日刊憲委任立法會選舉選舉主任，其中5個地方直選選區的選舉

主任首次並非由當區的民政事務專員跨區擔任，與往年由當區民政事務專

員擔任選舉主任的安排不同。有政界人士認為相關做法是想避免不必要的

質疑，令社會對選舉制度更有信心。

5民政專員跨區擔任選舉主任
政界：避免不必要質疑 令社會對選舉更有信心

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 9月 6日舉行，
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提名期以及

附有選舉主任辦事處地址的委任公告已於
昨日刊憲。根據《憲報》，5個地方選區的
選舉主任，由跨區的民政事務專員出任：
香港島選區選舉主任由黃大仙民政事務專

員擔任；
九龍西選區選舉主任由中西區民政事務專

員擔任；
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則擔任九龍東選區選

舉主任；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任新界西選區選舉主

任；
離島民政事務專員擔任新界東選區選舉主

任。

各選區的助理選舉主任，則維持由當區民
政專員及助理專員出任。
同時，是次擔任新界西選舉主任的地址，

並非位於新界西，而是中環海港政府大樓，
即新界西的參選人，要前往中環遞交申請
表。

張國鈞：做法可避嫌更客觀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支持有關做法，

認為特區政府是想避免不必要的質疑，令社
會對選舉制度更有信心。過往，香港社會對
選舉主任相對信任，但近年見到有不信任情
況，因此由民政事務專員跨區擔任選舉主
任，可避免與參選人因有長期認識和合作關
係，而令人質疑公正性。

他續說，今次政府做法可以避嫌，讓未曾
和候選人合作過的選舉主任出任，可以根據
客觀的標準，就參選人是否效忠特區政府、
擁護基本法等作出決定。

提名期由下月18日開始
選舉事務處昨日並公布，今年立法會換屆
選舉的提名期由下月18日起，至同月31日
結束，獲提名人士必須是年滿21歲的地方
選區已登記選民。發言人表示，地方選區選
舉或功能界別選舉的獲提名人士，亦必須在
緊接提名前的3年內通常在香港居住，並且
是沒有外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
國公民。
12個功能界別可接受非中國公民或擁有外

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遞交提名，包括法
律界；會計界；工程界；建築、測量、都市規
劃及園境界；地產及建造界；旅遊界；商界
（第一）；工業界（第一）；金融界；金融服
務界；進出口界；以及保險界功能界別。
地方選區選舉的每張候選人名單必須最少

得到100名有關選區的已登記選民簽署同意
提名，而在每份提名表格上簽署的提名人不
得超過200名。每名選民只可就某一地方選
區選舉簽署一份提名表格。

功能界別選舉的每位獲提名人士必須得到
10名有關界別的已登記選民簽署同意提名，
而在每份提名表格上簽署的提名人不得超過
20名。不過，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選舉
的每張候選人名單必須得到15名已登記的
區議會（第一）功能界別選民簽署同意提
名。

發言人說：「地方選區選舉的每張候選人
名單須繳交5萬元選舉按金，而功能界別選
舉的每位獲提名人士或區議會（第二）功能
界別選舉的每張候選人名單則須繳交2.5萬
元選舉按金。另外，獲提名人應盡量以銀行
本票或現金繳交選舉按金，以免因支票遭銀
行退票而衍生不必要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去年區議會選舉因黑暴而
出現不公亂象，但選管會竟視而不見，在前日公布的最新
選舉指引中未有作出相應的解決方案，被質疑是縱容不
公。再有多批市民昨日到選管會請願，希望該會能多聆聽
市民心聲，設立關愛通道，實現電子派票，確保選舉的公
平公正。有市民就要求政府嚴格把關，勿讓反中亂港分子
入閘，危害議會的正常運作。
超過10個市民團體昨日先後到選管會請願，有人手持

「馮驊不正視問題 選管會不負責任」、「徹查區選不公
還我公平結果」的標語，及高呼「馮驊下台」、「我要關
愛通道」及「拒絕暴徒議員」等口號表達各自訴求，當中
亦有不少長者參與。
「保衛香港運動」主席傅振中表示，去年區議會選舉受
黑暴影響，令亂港分子大獲全勝， 使區議會淪為宣揚
「港獨」「自決」的舞台，為免上述情況在今年立法會選
舉重演，選管會應當做好把關工作，以確保選舉可以在一
個安全、公正的環境下進行；同時要求選管會加強監察舞
弊情況，授權廉署人員派駐投票站，維護選舉公平。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亦認為，隨着港區國安法的
即將通過，香港絕不能容忍「反中亂港」政客繼續搗亂政
府施政及社會發展，所以選管會理應利用基本法賦予的權
力，拒絕「港獨」與分裂勢力分子入閘參選，及早撥亂反
正。
參與請願的陳先生代表長者發聲，指去年區議會選舉出
現了各種不公情況，比如有人重複排隊，迫使不能站立太
久的長者只能放棄投票，這無疑是扼殺年長選民的投票權
利，希望選管會能夠正視問題，並順應民意設立關愛通
道，及實施電子派票。

香港文匯報訊 選管會拒絕正視去年
區議會選舉黑暴肆虐的問題，在日前發
表的《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中拒絕接
納「增設關愛隊」的建議，多名政界人
士批評，選管會主席馮驊離晒大譜和失
職塞責。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據
她所知，去年區選中有很多長者非常
渴望投票，惟身體不能負荷在烈日下
長時間排隊的虛耗，令他們最終未能
投票。選管會拒絕設關愛隊的決定，
對這些有需要人士不公平，又狠批去
年區選有人借意喧嘩而阻止建制陣營
人員或義工進場監票，但選管會就無
視有關的監票問題，對建制派非常不
公平。

郭偉強批選管會離地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狠批選管會

對關愛隊如此一個簡單的建議也不採
納，完全是離地的辦公室操作，更有偏
幫之嫌，若選管會有仔細閱讀每一份就
去年區選過程提出的意見書，理應理解
到票站內的長者隊沒人排，長者都被塞
在票站外的長隊伍中輪候的實況，從而
作出改變。
民建聯中央委員葉文斌亦狠批選管會

漠視長者等行動不便人士投票的權利，
所謂增設關愛座實際上問題多多，無助
解決問題，反映選管會今次的決定明顯
是由政治考慮出發，漠視了社會階層一
致共識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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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10團體批選管會漠視民意

■多個團體和巿民到選管會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選管會代表接收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市民代表要求選管會維護公平選舉。
大文集團記者 攝

■政府刊憲委任立法會選舉選舉主任，其中5個地方直選選區的選舉主任均由非當區的民
政事務專員跨區擔任。 資料圖片

全國人大常委會一連三日審議港區國安
法草案，明確規定四類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的具體構成和刑事責任，定義明確、清
晰，相信條文會在短期內出爐。香港的攬
炒派故意在「勾結」等字眼混淆是非，刻
意恐嚇和誤導市民，居心叵測。攬炒派
「對號入座」，更反映出港區國安法對勾
結外部勢力的人具有巨大的震懾作用，更
顯示出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據新華社報道，港區國安法是防範、
制止和懲治發生在香港特區的分裂國
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
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四類犯
罪行為，對犯罪行為的具體構成和相應
的刑事責任，作出了明確規定，條例清
晰、定義明確。

草案將「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
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的表述，修改為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立即觸動香港的攬炒派的神經，
對此大做文章，個別所謂法律學者更聲
稱，此項修改令條文針對的範圍更闊，
「會令很多港人墮入法網」，更稱正常
與外國政要交流的活動，隨時會被視為
「勾結外國勢力、觸犯國安法」，又抹
黑內地法制，稱條文解釋權在內地手
上，定義隨時改變云云。

港區國安法作為全國性法律，針對的
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人。有香港法
律界人士解釋，「勾結」就是指串通、
勾通、串同，因外國勢力要在香港危害
國家安全，必然要找「代理人」，立法

就是要從這個角度，懲治香港參與不法
行為、危害國家安全的人。應該說，此
項修改令條文更清晰、懲治對象更明
確，更有效阻止別有用心的人勾結外部
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危害國家安全，
並消除對國安法不必要的疑慮。

至於攬炒派說什麼以後到海外交流都
可能被認定為「勾結」，會牴觸港區國
安法，此等說法純屬胡說八道、妖言惑
眾。港區國安法針對的是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不是為了羅織罪名、任
意出入人罪。

香港的議員、民間人士與外國展開正
常正當的議會、民間交流，並不會赤裸
裸要求外國政府、議會制裁國家和香
港，不是接受外部勢力的黑金援助、進
行反中亂港活動，根本無須擔心落入法
網。有攬炒派政客以「聯繫國際」為
名，長期勾結外國反華政客，不僅告洋
狀，唱衰國家和香港，乞求外國政府、
議會出手制裁國家和香港，更在外部勢
力撐腰下，肆無忌憚組織、煽動反中亂
港違法暴力活動，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勾
結外部勢力。如今有人對「勾結外部勢
力」的法律規定對號入座，正好暴露其
作賊心虛。

中央和特區政府一再強調，港區國安
法只是針對極少數進行危害國家行為的
人。港區國安法出台、落實後，有利於
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長治久安，保障港
人根本利益 。攬炒派故意混淆視聽，企
圖誤導公眾、阻礙立法，徒勞無功。

曲解國安法 攬炒派對號入座作賊心虛
一名16歲女生於去年10月1日前夕，在天水圍

張貼文宣，被警員搜出懷疑汽油彈原料，並於早
前承認一項管有適合並擬作非法用途工具罪，屯
門法院少年庭裁判官水佳麗昨日判女生12個月感
化令。儘管水官強調任何法庭「不討論政治、黃
藍」，每一項決定均不牽涉政治，但她一再輕判
受暴力思潮誤導而違法的年輕人，甚至公然讚賞
擲汽油彈的未成年違法者，反映有部分法官未能
公正持平以法律阻止暴力，客觀上是在鼓勵未成
年人繼續以暴力進行抗爭、危害社會安寧。希望
司法機構對年輕人和香港負責，引導年輕人守法
向善。

香港近年高度政治化，修例風波更令暴力氾
濫、社會嚴重撕裂，法官不持立場、不偏不倚審
案判案，對制止暴力、彰顯法治、推動香港重回
正軌，影響重大而深遠。較早前，區域法院法官
郭偉健判處一宗斬人案的被告入獄時，指被告願
意受罰令傷者釋懷，有「高尚情操」，並在判詞
中提到反修例示威的意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
道立其後發表聲明，「提醒」郭官在履行司法職
責時，必須避免就社會中具爭議或可能訴諸法院
的議題，非必要地在公開場合包括於判詞中發表
任何意見，尤其是任何一種政見，並稱郭官暫時
不會審理任何涉及類似政治背景的案件。

就在馬道立發表聲明翌日，在一宗15歲男生投
擲汽油彈案中，水官竟稱讚被告是「優秀嘅細
路」，並認同他「滿腔熱誠深愛香港」，判他18
個月感化。有關判詞帶有明顯政治立場，美化未
成年違法者，令社會譁然。但是，水官似乎並未
理會社會的強烈不滿，如今再對未成年違法者作
出感化令的輕判。雖然其判詞顧及馬道立的提
醒，未再對違法者加以讚美之詞，並強調法庭

「不討論政治、黃藍」，但就稱自己「理解」年
輕人受到「社會運動衝擊」，尤其在Telegram等
平台經常發布新的資訊和計劃，但難以理解被告
「受朋輩影響」，覺得「幾得意」便打算製作汽
油彈。

在修例風波期間，有人利用網絡平台，大肆鼓
吹「違法達義」、「以武抗暴」為香港「爭取自
由民主」，正因為充斥大量顛倒是非的洗腦文
宣，導致不少年輕人信以為真，對政府、警方充
滿仇恨，並以違法暴力改變「不公義的社會」為
榮。因此，法官堅守法治底線，以具阻嚇力的判
決，讓年輕人思過反省，更顯責無旁貸，唯有如
此，才能明辨是非、撥亂反正。

可惜，水官不但讚美違法者、或作出模棱兩可
的勸誡，從未明確指出「再崇高理想都不能凌駕
法律之上」的簡單道理，更一再輕判違法者，客
觀上令未成年人以為暴力違法代價輕微，甚至以
為年紀小是逃避刑責的護身符，更容易淪為被人
利用的政治工具。

以往有不少無良毒販，專門招攬青少年販毒。
2015年，有16歲少年因販運8.33公斤、市值121
萬元的冰毒，於高等法院被判入獄 16 年；2007
年，再有16歲青少年因販賣1公斤可卡因，以為
只會被判2年，最終被法庭判處監禁13年。法庭
重判就是要傳遞明確信息，販毒屬嚴重罪行，不
可以未成年作為減刑理由。

修例風波以來，青少年學生行為日益偏激、墮
入法網的現象司空見慣。管有、投擲汽油彈、危
害公共安全、乃至參與暴動等，均屬嚴重罪行，
包括青少年在內的任何人，都不應以身試法，法
官法庭要為青少年健康成長、香港長治久安作出
負責任的判決，勿一再令公眾失望。

引導青少年守法 法官責無旁貸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