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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主任日前向多名攬炒派立

法會參選人發信，要求他們回應

自己曾作出乞求外國制裁香港、

否決財政預算案撥款等重要法

案、反對香港國安法、鼓吹「港獨」、改變香港地位等言論。前「香港眾志」

秘書長黃之鋒及常委羅冠聰等人隨即透過facebook等公開選舉主任名字

及相片等資料，意圖煽動網民起底及滋擾選舉主任。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有關行為已涉嫌觸犯刑事恐嚇、《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及香港國安法等罪行。

攬炒派起底煽滋擾選舉主任
法律界：已違刑恐私隱例國安法 籲勿「放生」他們「入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杜思文

慧琼美芬談高鐵 籲用選票抗攬炒

選舉主任向攬炒派參選人發信後，九龍
東參選人黃之鋒、新界東參選人劉頴

匡及九龍西參選人張崑陽等人，隨即在face-
book貼出選舉主任的相片及名字等個人資
料，其中黃之鋒貼上5名選舉主任的相片。
逃到英國的羅冠聰更出言稱︰「敬告所有選
舉主任，你們的決定受各國『注視』，切勿
『無理』DQ候選人，肆意剝奪他人政治權
利。」又稱「高級政府公務員能夠運用智
慧，化解一場個人以及外交危機」云云。

馬恩國：行為威脅選舉主任安全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執業大律師

馬恩國批評，劉頴匡等人在接到選舉主任查
詢信件後，在社交媒體披露選舉主任姓名和
照片，其真實目的可能在於威脅選舉主任的
安全，更可能在暗示支持者對選舉主任及其
家人進行起底或造成傷害，若屬實可以被認
為是刑事恐嚇。

傅健慈：羅冠聰卑鄙可恥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副主席傅健慈認為，攬炒派的行為，已
經涉嫌違反了刑事恐嚇、《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而羅冠聰更為離譜，立法會選
舉屬香港內部事情與外國何干，羅卻用上
「各國注視」、「化解一場個人以及外交危

機」等字眼，具恐嚇意味，涉嫌向選舉主任
施壓，暗示若不欲被外國政府制裁的話，就
不要DQ他們，做法卑鄙及可恥。傅健慈呼
籲選舉主任須依法嚴格把關，千萬不要「放
生」這批人「入閘」，若感覺自己及家人的
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可以向警方尋助。

簡松年：或違香港國安法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簡松年指出，攬炒
派的言論除涉嫌違反了刑事恐嚇、《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之外，由於涉及透過言論
等方式，干擾選舉主任履行職務，直接影響
到特區施政，不排除可能已觸犯了香港國安
法第二十二條（三）嚴重干擾、阻撓、破壞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及（四）攻
擊、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
及其設施，致使其無法正常履行職能。
九龍西參選人還有陳凱欣團隊、鄭泳舜
團隊、梁美芬團隊、李安求、岑子杰、毛孟
靜、民協何啟明團隊；九龍東參選人還有鄧
家彪團隊、黎榮浩團隊、謝偉俊、譚得志、
譚文豪、李嘉達。
新界東參選人還有陳克勤團隊、葛珮帆
團隊、李梓敬團隊、林克霖、陳玉娥、黃兆
健、何桂藍、楊岳橋、陳志全、范國威團
隊。

網民恐嚇選舉主任言論
■Patrick Tang︰直接交佢個名比（畀）美
國國務院吧。

■Fanny Fny︰佢應該好快會中「武肺」，然
後放病假到9月8（日）。

■Eaton Pasu︰咪諗住佢到時放假就放過
佢！咪比（俾）佢走甩！

■ Eva Lai︰D（啲）「9（狗）官」問來問去都
是不知所謂的問題，廢到無得再廢，DQ哂
（晒）成班垃圾「9（狗）官」就一天光哂
（晒）！「光顧香港，時代廣場。」

■Jacky Lim︰覆佢：期望你沒有資產及家
人在美國。完。

■Wai Yi Cheung︰劉主任，俾（畀）你資
料我，等我搵「手足」答你。

■Alan Leung︰公務員資料好容易找到
㗎。

■Ted Man︰嚴重警告「港共政府」切勿搬
石頭砸自己的腳，否則必將造成嚴重後
果，中方須承擔全部責任。

■Yamanoto Muji︰全家唔想出國咪DQ
囉！

■Ken Leung︰選舉主任狗食相係好核
突，但佢要食得核突就俾（畀）世界睇下
（吓）。

■Pansy Cheng︰請把他們加入制裁名
單，出得黎（嚟）行，預左（咗）要還。

資料來源︰黃之鋒、劉頴匡等人的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黃之鋒於
網上公開五
名選舉主任
的資料。
黃之鋒fb

截圖

▼羅冠聰將
立法會選舉
引入外國勢
力干預。
羅冠聰fb

截圖

■張崑陽貼出選舉主任資料。
張崑陽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意參選「超
區」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與立法會九龍西參
選人、經民聯梁美芬到訪西九龍高鐵站。李慧琼
形容，望高鐵站，別有一番感受。李透露，兩
人都是在2008年進入立法會的「同班同學」，
當時印象最深刻，就是2009年高鐵撥款事件，
立法會大樓首次被包圍，抗議興建高鐵，攬炒派
更利用各種手法肆意抹黑。隨高鐵通車，除了
往來更方便之外，更攻破攬炒派的偽善，凸顯他
們只求阻礙社會發展，故今次選舉不應再令攬炒
派再次得逞。

高鐵「快靚正」凸顯抹黑無根據
梁美芬憶述當年審議高鐵撥款，有大批年輕人
包圍立法會大樓，更架起很多帳篷，而立法會大
樓首次被大包圍，正式揭開了激進抗爭的序幕。
她續說，部分年輕人作出激進行動，而攬炒派

亦煽風點火不斷唱衰高鐵，及後高鐵正式通車，
事實證明高鐵「快、靚、正」，攬炒派的抹黑毫
無事實根據。
不過，在審議「一地兩檢」時，攬炒派再施展

抹黑伎倆，把「一地兩檢」形容為「隨意門」，
編造港人會隨意被內地執法人員帶走等謊言。結
果就是高鐵不但為港人帶來便捷、推動香港向前

發展，更踢爆了攬炒派多年來都是靠謊言來維持
其政治生命。
李慧琼及梁美芬均認為，香港不能夠繼續被攬

炒派造謠抹黑所拖垮，也不能繼續被攬炒下去，
讓攬炒派得逞，故全港選民在九月立法會選舉
中，應該善用手中的兩票，對抗攬炒、撥亂反
正，讓香港重新出發、重燃希望。

梁美芬促推德朗邨「全民檢測」
另外，梁美芬昨日與九龍城區議員何華漢到發

現有多宗確診個案的啟德德朗邨了解情況。梁美

芬認為，當局應該果斷應對，盡快為人口密集的
屋邨進行檢測，和馬上推出廉價的檢測計劃，讓
有需要的市民均可以接受檢測，速戰速決，讓確
診個案重回數星期的「零確診」數目。
何華漢則呼籲，政府應盡快推行全民檢測，找

出社區中的隱形病人，堵截病毒傳播鏈。
九龍西參選人還有鄭泳舜團隊、陳凱欣團隊、

李安求、岑子杰、張崑陽、民協何啟明團隊、毛
孟靜。
區議會（第二）參選人有岑敖暉、涂謹申團

隊、鄺俊宇團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
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何濼生
昨日在港台節目《給香港的
信》指，香港今年發生了太多
的事情，是不平凡的一年，並
批評由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牽頭的「革命陣營」，
正在實行一個針對中央的「革
命計劃」，企圖引發社會動
盪，「戴耀廷的企圖令人反
感，不能告訴大家如何令香港
變得更好。」
何濼生批評，有些人以非

法、暴力或欺騙的手段企圖推
翻現狀，甚至主張「革命」，
並點名批評由戴耀廷牽頭做的
「革命陣營」正實行一個針對
中央的「革命計劃」，即攬炒
派揚言在今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中取得逾半議席，並將投票反

對財政預算案、癱瘓政府、迫
使政府解散立法會、行政長官
辭職，並導致須建立臨時立法
會、逮捕攬炒派陣營中的領頭
人，再引發重大的社會動盪和
罷工，使經濟癱瘓，最終觸發
「血腥鎮壓」，「這種『血腥
鎮壓』將引來外國對中國共產
黨的『極端制裁』。」
他直言，不能接受有人提出

和推動一項「戰略」，是會令
社會動盪和發生流血衝突，
「戴耀廷的企圖令人反感，不
能告訴大家如何令香港變得更
好」，又指攬炒派「初選」的
投票人數反映不少人贊同戴耀
廷的策略，他對此感到沮喪。
不過，何濼生亦稱讚熱愛香
港的另一個陣營對暴力及其對
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破壞保持警
惕。

何濼生批戴耀廷
「革命」禍港令人反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疫情影響多區市民生活，
立法會新界西參選人、民建聯
周浩鼎昨日與參選團隊成員在
新界西一帶了解最新疫情形
勢。他表示已經去信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強烈要求特區政府

盡速請求內地政府提供協助，
為香港市民進行全民檢測，以
安市民的心。他強調當局應果
斷處理疫情，刻不容緩。
同區參選人還有陳恒鑌團

隊、麥美娟團隊、鄭松泰、郭
家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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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鼎促求內地助港斷「疫」
◀李慧琼（右）與梁美芬（左）到訪西九龍高鐵
站，大談高鐵歷史。 李慧琼fb截圖

▲梁美芬（左）與何華漢。 梁美芬fb截圖

■ 周 浩 鼎
（中）與曾憲
康（左）及葉
俊遠（右）到
屯 門 友 愛
邨 了 解 最
新 疫 情 形
勢。
周浩鼎fb

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昨日發
表題為《香港需要什麼樣的立法會？》的「人
民銳評」，全文如下：
香港立法會選舉進入提名階段。由於早前
「攬炒派」大搞非法「初選」，意圖「偷
步」，嚴重破壞了立法會選舉的公平公正。他
們甚至還圖謀以「立會過半」為武器，否決財
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府運作。當前的香港立
法會選舉，已經處在「攬炒派」和美西方反華
勢力攪局的濃重陰影之下。「攬炒派」勾結外
力作亂的荒唐鬧劇，更促人思考：香港究竟需
要什麼樣的立法會？
作為特區管治架構的主要組成部分，立法會承

擔重要的憲制性職責。它是政策觀點交鋒的場
所，但這種「交鋒」，其目標應該是致力於通過
建設性論政和法律制定，來改善香港的治理、促
進本地的民生。立法會內反對派的政治活動，必
須在遵守國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前提之下進行。如
果不能堅守這樣的原則，而意圖將關係市民福祉

的立法會變成癱瘓特區政府、「攬炒」香港的
「武器」，那麼這樣的立法會於港何益？
「攬炒派」妄圖奪取立法會「35+」，卻絲
毫沒有建設香港、改善民生之心，而是要以
「大殺傷力憲制武器」癱瘓香港的政治、經濟
和社會運作。當然，「攬炒派」一貫善於狡
辯。日前，非法「初選」搞手戴耀廷偷換概
念，辯稱「反對派的『天職』就是反對」。但
問題是，「反對派」不能「為了反對而反
對」，不能為了政治目的而缺省設置為「反
對」。按照戴耀廷的攬炒「路線圖」，「攬炒
派」進入立法會的目的即為癱瘓政府，最終
「攬炒」香港。這樣「只破不立」，侵害的是
整個香港的利益；這樣「終極攬炒」，完全是
窮途末路者的喪心病狂。
香港有獨特的歷史，香港市民們不妨認真

想一想，在「港督的地位僅次於上帝」的年
代，香港真的有過民主嗎？英國在撤離香港前
大搞「民主」，不過是將「民主」作為繼續插

手香港事務的手段。而中央政府出於對香港歷
史文化、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尊重，賦予香
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高度自治的權利。但
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更不是獨立，「一
國」是香港的政治底線，任何時候都不能觸
碰。一些人肆意踐踏「一國兩制」底線，妄圖
利用基本法賦予的各項權利，勾結外部勢力實
施港版「顏色革命」，這樣的圖謀任何時候都
不會得逞！
有人說，今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是建設和

破壞的對決，是安寧和騷亂的對決，是正常與
混亂的對決。的確，這是香港市民面臨抉擇的
關鍵時刻：自己要選的，是能夠理性論政、推
動民生改善的民意代表，還是醉心政治惡鬥、
讓香港墜入深淵的「攬炒狂魔」？香港需要
的，是一個致力於建設、讓社會重回正軌的立
法會，還是一個激進「攬炒」、葬送香港前途
的立法會？香港的治與亂，取決於每一位香港
市民的選擇。

人民銳評：香港需要什麼樣的立法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