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揚言會「齊上齊落」的攬炒分子近日相繼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卻就是

否簽署確認書和否決財政預算案等「共同綱領」出現分歧，昨日就有3名

「泛民」就表明會簽確認書，但拒絕表態會否否決財政預算案撥款。多名

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有關人等的言行反映他們深知

簽署確認書是基本「入閘」條件，盲反預算案撥款亦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當局仍須嚴格把關，審視有關人等過往言行到底是否符合參選聲明，

並為選舉主任清晰界定「入閘」標準。

$4$4���

張
秀
賢
參
選
為
私
利
「
打
倒
昨
天
的
我
」

繼前日多名攬炒分子揚言拒簽署
確認書，甚至認為多人不簽署

確認書可「彼此保護」後，昨日卻
有「同路人」唱反調。其中，「新
民主同盟」范國威昨日報名參選立
法會新界東地區直選，他聲稱「新
民主同盟」過往參與補選和區議會
選舉時均有簽署確認書，若今次不
簽會被選舉主任質疑，又認為簽署
與否屬「個人戰術考慮」。
工程師黃偉信昨亦宣布參選立法
會工程界，並稱會簽署確認書及跟
進所有選舉程序，但他對會否「跟
隊」否決預算案含糊其詞，僅稱
「要通過專業分析去理性考慮」。
元朗區議員張秀賢昨日在遞表參
選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時聲稱，必
定會簽署確認書，當選後會否否決
預算案則要視乎「業界聲音」。

洪為民：選舉主任須跟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認為，部
分攬炒派參選人自知若不簽署確認

書，或被選舉主任質疑不擁護基本法
而被DQ（取消資格），故才一改取
態。至於他們對集體否決預算案含糊
其詞，主要是被香港國安法震懾，深
知若搞事癱瘓特區管治涉違國安法。
但他強調，簽署確認書不等於完全擁
護基本法，還要觀其一向言行，故選
舉主任須嚴肅跟進。

傅健慈：部分人有赴「初選」
「選舉公平關注組」秘書長、香港

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健慈指出，
部分簽署確認書的參選人均有參與攬
炒派「初選」，而「初選」予參選人
的「共同綱領」就是癱瘓特區管治並
逼政府回應所謂「五大訴求」，其主
張已違反基本法第104條的規定。他
續指，去年區議會選舉不少攬炒分子
均有簽署確認聲明，但他們上任半年
的行為與聲明大相徑庭，故選舉主任
須審視其言行，按事實決定他們的
「入閘」資格。

陳雲生促劃一「入閘」標準

「選舉公平關注組」副召集人陳雲
生批評，攬炒派明顯深知簽署確認書
是基本「入閘」條件。他並指，去年
區議會選舉期間，各選舉主任對參選
人的「入閘」標準不一，且選舉管理
委員會至今仍未跟進去年選舉因黑暴
而極其混亂的問題，希望政府今次為
選舉主任劃一參選人「入閘」標準，
減少司法爭拗。
立法會新界東參選人還有陳克勤

團隊、葛珮帆團隊、劉頴匡團隊，
以及林克霖、陳玉娥、黃兆健、何
桂藍、楊岳橋、陳志全。工程界參
選人還有盧偉國、程明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揚言以
「攬炒」作為「博弈」手段的元朗區議員張秀
賢昨日報名參選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他在遞
交提名後聲稱，會義無反顧地反對影響業界營
商自由的法案。有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批評，張秀賢不但無視商戶被暴徒打
砸搶燒，亦屢次參與重挫經濟的黑暴，完全無
法為業界爭取權益，且攬炒派多年來揚言取消
功能界別議席，張秀賢今次參選無非是為政治
紅利，完美演繹「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張秀賢昨日自詡其取得的提名遍及業界多

個行業，故甚具「代表性」，並聲稱會反對影
響業界營商自由及人身安全的法案。
翻查資料，張秀賢除了不時在facebook發表

支持黑暴的言論，更在網媒寫專欄散播攬炒主
張。他曾以「『攬炒』做（作）為博奕（弈）
的步驟」為題發文，聲稱要以攬炒為手段增加
國際籌碼，例如推動國際制裁和關注，「進一

步迫使北京和香港政府退讓。」

王國興：無視黑暴損業界
「23萬」監察召集人、工聯會立法會前議

員王國興批評，張秀賢違反攬炒派過往的政治
取態和邏輯，例如他現在參選攬炒派以往經常
爭取要廢除的立法會功能界別，及一邊聲稱為
業界爭取利益，一邊支持攬炒拖垮業界發展，
其行為如同政治騙子，為了逾10萬元的議員
月薪和其他津貼等現實利益，不惜「打倒昨天
的我」。

李月民：經常生事累商戶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召集人李月民指
出，張秀賢經常藉詞在元朗參與所謂紀念「7
．21」活動，日前才在元朗一廣場內聚眾生
事，不但令商戶提早關門，更令疫情有擴散風
險，為陷於疫情和黑暴陰霾的商戶雪上加霜。

三攬炒簽確認書圖混入閘
政界：當局仍需嚴把關 促審視言行是否符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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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歐盟委員會及
歐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級別代表前日發表《2019
香港年度報告》，稱香港的自治、穩定及自由在
去年面對嚴重挑戰，「一國兩制」被「不斷侵
蝕」，又稱香港國安法令有關憂慮加倍。特區政
府昨日回應指，不認同報告內就香港實施「一國
兩制」的評論，有關對香港高度自治、巿民享有
的合法權益和自由被「削弱」的關注，完全毫無
根據，希望國際社會客觀持平看待香港發展，重
申香港事務屬中國內部事務，任何國家都無權干
預。
特區政府發言人強調，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方針符合香港市民的利益，滿足維持香港繁榮穩
定的需要，以及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中央政府
一再表明會堅定不移地落實「一國兩制」政策。

這必須建基於正確了解「一國」和「兩制」的關
係，當中最重要的是堅定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希望國際社會能尊重這基本原則和
客觀持平地看待香港的發展。
回顧過去一年發生的事件，實情是以反對一條

旨在改善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移交逃犯，及進
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條例草案為前提，而
該條例草案其後被撤回。

報告忽略挺政府企業遭破壞
香港曾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的城市，去年

卻飽受暴力困擾。暴徒破壞商店和交通設施，燒
毀建築物，用磚塊、汽油彈，甚至真槍襲擊警
察，更毒打持不同意見的無辜市民。香港的法治
面對挑戰，市民的安全飽受威脅。

發言人並指，報告還忽略了不少企業因為支持
中央或政府的見解，而被暴徒針對性地破壞。
特區政府一向尊重和保障人權和自由，但例

如言論或集會自由的權利並非絕對而沒有底
線，可因公共秩序的需要經法律加以限制。在
去年6月初至10月初，香港有超過400宗示威、
遊行和集會，當中有相當多的公眾活動以暴力
事件告終。發言人強調，不管是基於什麼原
因，無人可以凌駕法律。面對這些嚴重違法行
為，警方有法定責任採取合法措施維持公共秩
序和公共安全。
發言人表示，警方有嚴格的武力使用指引，而

有關指引與國際人權的規範和標準一致。過去數
月的街頭暴力和衝突沒有因為警方行動而引致死
亡，反而有一名無辜巿民被暴徒殺害、另一名巿

民被嚴重燒傷，還有數以百計的前線警員受傷。

強調國安法保護大多數市民
發言人強調，香港國安法不會影響香港的高度

自治、司法獨立和法治，也不會影響香港市民的
合法權益；香港國安法針對的是極少數觸犯香港
國安法規定的四類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罪的人，保
護的是絕大多數市民的生命財產、基本權利和自
由。特區政府已與駐港領事使團會面，解釋該法
律的目的和實施情況。
報告中又提到，個別國家或議會推出針對香港

的措施或法案。特區政府回應指，這些行徑公然
違反國際法，並不符合香港居民和香港的雙邊夥
伴的利益，呼籲歐盟成員國務實理性，以雙方互
惠關係為重。

特區政府：不認同歐盟報告 外國無權干港事

第三波疫情在全港爆
發，社會有聲音指為防疫

情失控，應押後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團體「公平選舉關注
組」（上圖）、「不平則鳴」（下圖）等昨日分別到選管會請
願，要求延後選舉，並指斥選管會早前放任攬炒派搞所謂的
「35+」初選，在社區播毒，當下面對疫情加劇仍毫不作為，反
映該會漠視民意及市民健康，選管會主席馮驊對此難辭其咎，應
引咎下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要 求 押 後 選 舉

立法會換屆選舉已經開始接受
報名，呢幾日各方人馬都大張旗
鼓報名參選，但係攬炒派民主黨
（鴿黨）就好似人間蒸發咗咁，
影都無隻。不過，早前表明有意

參選立法會區議會（第一）功能界別嘅鴿黨趙家
賢噚日喺facebook發文，話自己雖然黨內嘅個人
信任票獲得通過，但由於中委會授權嘅小組喺參
考黨內議員投票意向後決定鴿黨唔會派員出選區
議會（第一），所以佢就無緣立法會選舉。事件
令網民都開始揶揄鴿黨養狗咬蘿柚，「作為區議
會第一大黨居然淪落到這地步，被後生仔無限欺
凌」，昔日嘅反對派盟主如今俾佢哋一手扶持嘅
「抗爭派」所排擠。

鴿黨噚日喺facebook發文指黨內舉行咗區議會
（第一）投票，結果係較多區議員唔贊成鴿黨派
員參與選舉，而唯一參與黨內甄選程序嘅東區區
議會副主席趙家賢唯有話「理解及尊重黨內議員
意願」，又口響響話︰「希望『民主派』凝聚最
大團結，擊敗『保皇黨』，實現『35+』的目
標，逼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都唔知係咪
想焗其他人表態嘞。

趙家賢發帖暗埋怨
其實，趙家賢好早之前就已經表明話想選區

議會（第一），如今埋門一腳撻Q都傷得幾重
吓。不過，趙家賢都要扮晒嘢咁開post話無悔
喎，仲聲稱「以香港前途作為最大考量」。不

過，離奇嘅係，佢寫明自己個人信任票獲得通
過，係中委會「參考」黨內投票意向後先話唔派
人選喎，即係鴿黨玩自我矛盾定驚咗嗰班「抗爭
派」？但睇趙家賢暗藏埋怨嘅口吻，都唔似表面
咁豁達喎。
網民就揶揄鴿黨養狗咬蘿柚，「Francis

Cheung」就笑到轆地，「作為區議會第一大黨
居然淪落到這地步，被後生仔無限欺淩
（凌）。」「David Chu」形容鴿黨︰「被『港
獨』暴亂派凌遲處死。」「Chau Kimmins」就
叫趙家賢唔好理鴿黨，「不能被剝奪被選舉
權。」同時，亦有好多「黃絲」網民叫趙家賢加
油同唔好放棄之類，然而咁都改變唔到佢身處鴿
黨無得選嘅事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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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黨棄選「區會一」網民譏被攬炒「獨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癱瘓特區政
府管治，攬炒派立法會選舉參選人不停宣揚「紀
念黑暴烈士」、警察「濫用暴力」，企圖博取誤
信歪理的選民支持。立法會新界東參選人、民建
聯葛珮帆昨日在facebook上載她訪問警務處前處
長曾偉雄的影片，與觀眾剖析由違法「佔中」至
去年黑暴中、有組織且不斷升級的暴力。曾偉雄
呼籲市民理智分析攬炒派支持黑暴的原因，在支
持建設香港和毀滅香港兩股力量中作抉擇。

黑暴損社會利益威脅國安
曾處理違法「佔中」的「前一哥」曾偉雄指

出，當年「佔中」雖有暴力衝突，但主調仍是佔
領、癱瘓和妨礙，其組織者借歪理誤導群眾上

街，但去年黑暴的主調已變成攻擊、破壞和傷
害，策劃人亦以謊言散播仇恨，煽動不清醒的群
眾參與暴動，其中常態化的暴力更涉極端恐怖主
義，不但損害香港整體社會利益，亦嚴重威脅國
家安全。
曾偉雄坦言，不守法的意識在違法「佔中」後

蔓延社會，去年的黑暴可謂達至「燎原」的程
度，有損香港往日和平守法的國際形象，但他強
調，雖然修復國際觀感的過程困難，但這是香港
未來發展的關鍵，盼市民齊心協力。他並指，近
日黑暴趨緩，除了香港國安法發揮作用，亦有賴
一直履行職責的警員。
葛珮帆亦表示，警員在黑暴期間忍辱負重、緊

守崗位，令黑暴逐漸平息，但不少警員及其家屬

仍面對謠言和恐嚇，甚至有攬炒派宣稱「8．31」
太子站「警方打死人」，動搖部分市民的信心。
曾偉雄認為，攬炒派有關指控十分空洞，製造

謠言的目的就是擊潰香港治安最後一道防線，推
翻特區管治和「一國兩制」。他強調，香港的執
法隊伍並非只有警隊，且監警會和廉政公署都會
密切關注警員操守，盼市民分析謠言和黑暴事
件，並阻止攬炒派取得議會過半議席，保護幾代
人數十年來辛苦建立的成功社會。 他並呼籲市
民，特別是紀律部隊及其家屬，要在投票當日支
持建設力量，避免恨錯難返。
立法會新界東參選人尚有陳克勤團隊、劉頴匡

團隊、范國威團隊、林克霖、陳玉娥、黃兆健、
何桂藍、楊岳橋和陳志全。

曾偉雄盼阻攬炒派奪過半議席

■范國威聲稱簽署確認書與否屬「個
人戰術考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秀賢報名參選立法會批發及
零售界，聲稱必定會簽署確認
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秀賢曾支持黑醫護罷工，損害香港利益。 張秀賢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