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次「初選」因為主辦方的問題，安排極度混亂。負責投票系統的「香港
民意研究所」前晚因另一宗洩露資料事件，被警方網罪調查科上門檢取

電腦及有關資料調查，戴耀廷其後向支持者派「定心丸」，聲稱涉事電腦與
「初選」系統無關，但受託籌辦「初選」的「民主動力」昨日約清晨4時卻在
facebook聲稱，因警方「突然上門調查」，須為系統重設加密匙，故票站開放
時間由早上9時延至中午12時，令不少選民撲空。
「民主動力」同時聲稱，因投票系統改動，選民不能再使用原定的應用程式

投票，惟部分選民至投票時才發現該應用程式一直出現錯誤，始知有關程式不
能用來投票。

票站職員可出術谷高票數
昨日下午，將軍澳明德票站的投票系統一度停用，票站職員向傳媒表示，由

於中央統籌人員給予錯誤密碼，導致票站無法登入電子投票系統，唯有改用紙
張投票，令投票時間大幅加長，人群聚集在票站外排隊投票。
所謂「初選」的「公正性」亦備受質疑。民主黨前日去信戴耀廷，指出「初

選」投票系統有6大嚴重漏洞，包括投票者無法知悉有無被冒認身份重複投
票；如票站主任或職員虛構資料，可在不核實身份證下大量投票，有可能出現
嚴重造假，認為系統過分依賴票站人員操守，缺乏有效監察制度及人手。戴耀
廷昨日早上才在facebook公開回應稱，冒認身份重複投票的「機會非常低」，
並稱「初選」由民間籌辦，只能信任票站工作人員的道德操守云云。

記者實測：非選民亦可登記
由於主辦方不能用選民登記冊或有關資料去驗證身份，大會無從得知投票的

市民到底是不是選民，更遑論是不是指定界別的選民。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親
身測試網上投票，發現即使無登記做選民，只要輸入部分身份證號碼等個人資
料，亦可生成投票二維碼，主辦方同樣無從查證。在到票站視察時，有忘記帶
住址證明的選民向記者表示，職員只要求她登記簡單資料就能投票。
雖然昨日「初選」未見聲勢浩大，不少票站更冷冷清清，但戴耀廷昨晚聲

稱，昨日有近23萬人投票，已超出總選民人數的一成，即17萬的目標。如果
今日每小時有差不多的人投票，「好大可能衝破50萬。」

葛珮帆：過程兒戲認受性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攬炒派「初選」過程兒戲且認受性極

低。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出現種種不公現象，攬炒派對此視若無睹
甚至煽風點火，故有人在今次「初選」中涉嫌造假亦不足為奇。

王國興：對日後參選者不公
「廿三萬監察」發言人、立法會前議員王國興質疑，主

辦單位自知「初選」安排漏洞處處，這虛假的投票結果

根本無法反映民意，而種種漏洞讓所謂「初選」出現造假空間，好讓大台排
除不受其操縱的攬炒分子，而以甄選為名偷步展開選舉工程，此舉對日後
參選者極不公平，希望選舉管理委員會嚴正跟進。

陳志豪：不能真正反映民意
「公民力量」社區主任陳志豪則表示，即使主辦方有查住址

證明，亦不代表投票者必然是當區選民，足見「初選」機制
存在漏洞，故選舉結果不能真正反映民意。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早前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出，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亦明確規
定，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政權機關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
職能，即屬犯罪。第二十九條則指，對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
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
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
造成嚴重後果亦屬於犯罪。他
提醒市民及有意參加「初
選」者或組織要慎重考
慮，不要誤墮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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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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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為操縱選舉，昨日發起一連兩天的「民主派35+公民投票」，但「初選」

安排極其混亂，不但倉促更改選民資格的核實方式及投票方法，更在清晨更改投票時間，令其支持者撲

空。昨日首日投票，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投票安排漏洞多多，包括票站職員容許無帶身份證明的選民投

票、系統無法驗證選民的功能界別身份等，製造讓人重複投票、造票的機會。香港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戴耀廷偷步助攬炒派展開選舉工程，可能已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而其計劃漏洞處處，是戴耀廷在背後操縱選舉、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罪證。

「初選」可重複投票 篤數話咁易
容許無帶身份證明者投票 政界：操控選舉或違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有攬炒派區
議員昨日被問到
是否支持香港國
安法時就敗走。
網上流傳一段沙

田帝怡區議員、民建聯的林港
坤追問沙田廣源區議員楊思健
是否支持國安法的短片。片
中，楊思健一開始聲稱「我唔
使開口支持」，其後改口稱
「一定唔支持」，更急步走向
正在參與「初選」的街坊，「老屈」林港坤要來
「初選」投票想鼓動街坊起哄，蓋過林港坤的追
問，表現極為心虛。
片段中，林港坤聽到楊思健稱不支持國安法
後，問對方敢不敢對着鏡頭說出自己的名字時，
楊思健就表現閃縮不肯講，更加快走到「初選」
街坊身旁找安全感，再公然說謊稱「民建聯嘅議
員想同我哋一齊投票」。
其後，楊思健再回應國安法時再改口為「支唔
支持都好」，然後「小學雞」稱不想林港坤「散
播病毒」，要求他離開，但又自打嘴巴說「初
選」地點多人聚集，言行慌張失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正
經歷新冠肺

炎疫情以來最
嚴重全港爆發，尤

其沙田水泉澳邨明泉
樓爆發確診群組，政府

多次呼籲該邨居民應盡量
留在家中。不過，屬於該選區

的攬炒派沙田區議員盧德明無視
居民健康，繼續在其位於水泉澳邨

議辦設「初選」票站，更斷然拒絕房
署清場要求。「公民力量」社區主任陳

志豪狠批攬炒派將政治
利益凌駕於市民健康之

上，虛偽至極，有市民因排隊
為「初選」投票而「打蛇餅」，

更嚴重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疑用手堵耳 盧德明：唔會清！
根據盧德明在facebook上載的短片，一名

身穿制服的房署職員禮貌地要求他清場，並
提醒盧德明若不合作將會拍攝相片存檔作跟
進之用。盧德明疑似用手堵住雙耳，叫道：
「呢一刻唔會清！」房署職員隨即表示將會
打給屋邨經理，並轉身離去，但該段短片的
拍攝者卻不斷追隨房署職員攝錄。盧德明昨
晚更繼續在facebook發帖，鼓吹水泉澳邨街
坊要到票站聚集投票。
陳志豪強調，香港疫情爆發十分嚴重，近
幾日水泉澳邨已出現了多宗確診和疑似個
案，已成重災區。在這種危險的情況下，攬
炒派仍在邨內設置「初選」投票，更叫人投
票，完全是罔顧市民健康，更加劇了新冠疫
情在水泉澳邨甚至整個沙田區爆發的風險，
可見攬炒派之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抗疫要
求，完全是說一套做一套，虛偽至極。

陳志豪：政治凌駕居民權益
他續說，房署要求票站清場，是出於公共

衞生考慮，盧德明竟然將此扭曲成「政治打
壓」，完全是用政治凌駕當區居民權益，絕
對有可能加劇病毒交叉感染的風險。
此外，據傳媒報道，包括鄺俊宇議辦在

內的多個「初選」票站，昨日排隊投票的
人都已「打蛇餅」。陳志豪透露，位於將
軍澳明德商場的「初選」票站屬於人流密
集的屋邨範圍，但該票站排隊人龍目測超
過一百米，而且人與人之間幾乎沒有間
隔，更未見任何特別的消毒措施。他直
言，當區居民非常擔心這種大型人群聚集
會加重疫情擴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攬炒派為奪得下屆立法會過半議席，
要求「初選」各候選人按投票結果棄
選，惟衞生服務界的「初選」卻因機制
漏洞，或淪為無意義的鬧劇。牽頭協調
「初選」的戴耀廷昨日在開始投票後才
聲稱，由於法律問題，無法驗證投票者
是否衞生服務界的選民，故「公民投
票」的結果「只作參考」。4名屬該界
別的候選人為爭正式出選，無視戴耀廷
提出的「解決方案」，並另提建議，更
有人聲稱，不排除無視選舉結果，「各
自做決定。」

戴耀廷：難驗證選民資格
攬炒派的「初選」系統原定在網上查
閱選民登記資料，以核實投票人的選民
資格，惟戴耀廷臨近「初選」才聲稱，
因收到法律意見，為免投票者及義工冒
法律風險，只能以住址證明及過往的投
票通知書驗證身份。面對支持者的質
疑，戴耀廷昨日在投票開始後，才聲稱
按現行機制，難以驗證衞生服務界的選
民資格，故投票結果只作參考。
年初發動一連5天醫護罷工的「醫管

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隨即在
facebook 聲稱，戴耀廷已私下與他們
「商討」並提出4個解決方案，包括認
可最終結果、要求選民重新出示工作證
明、視投票結果為無約束力的參考，及
取消選舉，但各候選人無法取得共識。
她續稱，自己和另一候選人、香港專職

醫療人員及護士協會幹事劉凱文均認為，
選民須在投票時出示有效工作證明，惟該
界別現任議員、參選人之一的李國麟強烈
反對，因此舉會令一些已退休但仍具該界
別選民資格的人不能投票。
李國麟其後更疑似在facebook暗諷戴

耀廷操縱選舉：「我認為主辦單位因未
能修正『選民資料驗證』技術問題，而
作此原則上有所改變的決定，與『初
選』的原則及初心不同，亦有負參選者
及選民的期望，深感遺憾！」
另一名參選人、仁安醫院護士訓練學

校校長袁偉傑則聲稱，會否承認「初
選」結果需「到時才傾」，「如果有唔
公平嘅情況，就各自做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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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思健狂轉口風 閃縮回應國安法

公屋議辦變票站

■途人懶理「拉
票」，攬炒派一
臉無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市民對「拉票」反應冷淡，工作人員唯
有傾偈打發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盧德明疑
似用手堵住

雙耳。 盧德明fb
短片截圖

■■水泉澳邨居民人水泉澳邨居民人
心惶惶心惶惶。。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民主黨區議員黃炳權的辦事處是民主黨區議員黃炳權的辦事處是
「「初選初選」」投票站之一投票站之一，，惟投票開始後惟投票開始後
未見人潮未見人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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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思健一直急
步疾走。

短片截圖

��$

■李國麟疑暗諷戴耀廷改變「初選」原
意。 fb圖片

衞生服務界出事 投票結果淪鬧劇

攬炒派「初選」曾稱
會用議員辦事處作為
「投票服務站」，早前
被民政事務局和房委會
警告違反租約，但香港

文匯報記者昨日巡視多個「初選」票站
時，發現不少攬炒派議員繼續利用屋邨
議辦做票站，只是不少僅「小貓三兩
隻」在旁徘徊。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視多區多個

「初選」街站及票站，發現許多租用公
屋的議辦仍然作為「初選」票站使用，
包括青衣邨宜業樓地下的冼豪輝議辦、
黃碧雲和蕭亮聲位於何文田邨的議辦、
上水天平邨天賀樓地下的郭㙟豐議辦。
記者目測，這些票站排隊投票人數

均只有十人左右，尤其是大窩口邨的黃
炳權議辦，昨日中午約十二點半竟無一
人投票。位於青衣海悅花園商場地下的
黃俊達議辦亦被用作「初選」票站，但
只有數人在門口徘徊，並無他們宣傳聲
稱的「投票人龍」。
攬炒派的參選人昨日則到多區「快

閃」拉票。公民黨郭家麒和李予信在
「初選」中分別競選新界西直選和「超

區」，公民黨主席梁家傑相當賣力，一
路陪着二人從北角到樂富，再到青衣拉
票。李予信就稱香港人要「抗爭到一兵
一卒」，在街頭、「黃色經濟圈」和各
自的崗位上「鬥爭到底」。郭家麒則稱
香港人要用投票來「報仇」。不過甚少
街坊理會他們。
民主黨胡志偉、涂謹申、尹兆堅、

黃碧雲等昨日上午一同在黃埔地鐵口拉
票，胡志偉稱政府利用香港國安法製造
「白色恐怖」，因此市民更要出來投
票，讓「民主派」選出最合適的隊伍出
戰立法會，迫使政府「回應」云云，更
一同高叫「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
號，但並無市民上前支持。短暫街站結
束後，眾人即閃，留下競選西九龍的黃
碧雲獨自派競選單張。

愛丁堡廣場拉票街站速收檔
一直追求要讓所謂「本土派」成為

「主流」的元朗區議員王百羽競選「超
區」，但他昨日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拉
票街站非常冷清，除了汽車駛過，幾乎
無市民途經，不夠半小時已經收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僅「小貓三兩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