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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員下月宣誓 料DQ逾200攬炒政棍
政府擬訂「負面清單」若涉違法「初選」退黨亦難甩身

規定區議員須宣誓的《2021年公職（參

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於5月

刊憲及生效。據消息人士透露，特區政府將

於7月中下旬安排區議員宣誓，現階段正擬

訂涉及違誓或宣誓無效的「負面清單」，凡

曾參與違法「初選」、借出議員辦事處作票

站，以及簽署所謂「墨落無悔、堅定抗爭」

立場聲明書者，均會被納入「負面清單」。

據悉，只要曾經參與者，即使現已退黨也將

被追責。預計可能涉及逾200名攬炒派區議

員將被取消資格（DQ）。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事務處昨日向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交代選委會選舉
實務安排，並提出新一屆選舉委員會選舉提名期定
於今年8月6日至12日，確實日期待憲報公告後正式
公布。選委會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將於8月5
日公布。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選舉

委員會）規例》，提名期不得少於 7天，及必
須於舉行有關選舉的日期前不少於 12 天內結

束。
選舉事務處指出，是次選委會選舉將會有多項新

安排，包括將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並僱用了獨立
的資訊科技承辦商及審計師，負責審計及評估保
安、私隱風險，並作驗收測試等。

「電子派票」增效率
同時，選舉事務處亦成立「技術諮詢委員會」，
由3名業界專家、選舉事務處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

公室代表組成，為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的技術層面
提供獨立建議。其中，為提升有關發票程序的效率
和準確程度，將全數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俗
稱「電子派票」。
新一屆選委會選舉投票日亦設有「關愛隊」，容

許包括年滿 70歲人士、孕婦及因為疾病、損傷、
殘疾或依賴助行器具而不能長期排隊人士，經特別
隊伍投票，票站主任亦會在投票站設立座位區，讓
有關人士有需要時坐下休息。

選委會提名期8月6日開始

攬炒區議員退黨名單（部分）

公民黨：

葵青： 冼豪輝、譚家浚

南區： 俞竣晞

東區： 鄭達鴻（已辭去區議員職務）、李予信

黃大仙： 鄭文杰

荃灣： 黃家華

觀塘： 李煒林、李軍澤、畢東尼（已辭去區議員職務）

沙田： 黃文萱

新民主同盟：

范國威（已辭去區議員職務）
譚凱邦（已辭去區議員職務）
鍾錦麟（已辭去區議員職務）

公民黨
新民主同盟
鄒家成
張可森
梁晃維
黃子悅
劉頴匡
朱凱廸

岑敖暉
何桂藍
彭卓棋
張崑陽
王百羽
吳敏兒
楊雪盈
陳志全

譚得志
郭永健
劉澤鋒
余慧明
馮達浚
曾健超
林 進
柯耀林

施德來
何啟啟明
劉偉聰
黃之鋒
羅冠聰
李家偉
呂智恆
區鎮樺

伍健偉
李家偉
李嘉達
蔣旻正
袁嘉蔚

曾簽署激進攬炒聲明書名單

註：公民黨及新民主同盟以政黨名義簽署

消息人士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局方正擬訂涉及
違誓或宣誓無效的「負面清單」。據了解，清單

主要圍繞「佔中三丑」戴耀廷提出的「真攬炒十步
曲」，以及延伸出各種破壞社會秩序、企圖拖垮癱瘓特
區政府運作等攬炒活動。攬炒派去年辦的違法「初
選」、曾借出區議員辦事處作為票站，以及攬炒派擬訂
的所謂「墨落無悔、堅定抗爭」聲明書等，已經觸及被
DQ的紅線。
消息人士強調，並非因為當事人所做的「行為」而被

DQ，主要是其背後所代表的深層意義。據了解，由於
有人漠視政府大力反對，堅持舉辦違法「初選」，參加
者更簽署所謂「墨落無悔、堅定抗爭」聲明書，清晰表
明若奪得過半數立法會議席便會否決特區政府財政預算
案、要求落實所謂「五大訴求」，甚至有激進攬炒派區
議員高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等「港獨」口號，已
觸及負面清單的內容。
消息人士說：「只要當刻曾簽署參與，就算採取
『退黨保平安』的行為，也不能抽身不被DQ，粗略
估計可能會有超過 200名區議員跌入被DQ的名單
內。」

分區委會可暫代諮詢角色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日回應傳媒追訪時表示，局
方需時安排宣誓細節，待適當時間便會公布。至於宣誓
的要求，他指立法會早前已有詳細討論，強調一切安排
均依法辦事。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梁志祥表示，政府應該盡
快制定「負面清單」，清楚界定區議員的宣誓要求。至
於有人被DQ後是否需要補選區議員，梁志祥指目前並
沒有迫切性，因為尚有符合宣誓資格的區議員繼續處理
社區事務，另外分區委員會也可以擔當過渡性諮詢的角
色。他認為，特區政府未來應審慎考慮改革區議會，確
保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政府應盡快處理區議

員宣誓事宜，不能無了期拖延，加上公職人員宣誓條例
已經通過，應該盡快透過宣誓安排，正本清源，為落實
「愛國者治港」把關，決不能夠姑息養奸。

中西區 鄭麗琼

九龍城區 蕭亮聲

深水埗區 楊 彧

觀塘區 蔡澤鴻

黃大仙區 許錦成

屯門區 陳樹英

沙田區 程張迎

荃灣區 陳琬琛

大埔區 關永業

灣仔區 楊雪盈

涉「負面清單」行為區會主席

●特區政府正擬訂「負面清單」，預計逾200名攬炒派區議員將被DQ。圖為團體舉
報區議員借出議辦作「初選」票站，涉違國安法，要求政府DQ。 資料圖片

就美國媒體造謠廣東台山核電站
「核洩漏」，國家核安全局昨澄清
指，台山核電廠周邊輻射環境水平
未見異常，表明沒有任何洩漏發
生。美媒把正常技術問題，誇大為
「核洩漏」，散布恐慌，圖擾亂香
港、破壞中國國際形象，操弄美反
華勢力慣用伎倆，又一次暴露造謠
圖抹黑中國的醜態。中國高度重視
核安全，自主研發的核電技術，滿
足國際最高安全標準要求，美媒詆
毀抹黑徒勞無功 ，只能自取其
辱。

CNN 日前報道指，廣東台山核
電站發生了放射性洩漏事故。國際
原子能機構指出，現階段沒有任何
跡象表明台山核電站發生放射性事
故；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告知市
民，輻射監測結果顯示，港澳環境
輻射水平正常、符合標準。中國外
交部及生態環境部（國家核安全
局）先後表示，台山核電站有關狀
況滿足技術規格書要求，周邊輻射
環境水平未見異常，安全有保障。
真相大白，原來所謂「核洩漏」，
只是美媒編造的不實之詞。

梳理事情來龍去脈，原來台山核
電站1號機組6萬多支燃料棒中，
推算有約5支的包殼破損，這遠低
於設計中假設的燃料元件最大破損
比率，且由於該正常破損而致放射
性水平增高，僅出現在有兩道安全
保障的反應堆安全殼內，而兩道安

全保障完好無損，這與放射性洩漏
事故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至於修
改安全標準則更是造謠，國家核安
全局審查批准的是只用於運行管理
的限值，與核電廠外輻射檢測完全
無關。這些事實並不複雜，只要秉
持新聞專業，美媒不難查證，這次
公然造謠，實源於其越來越強的政
治偏見。這些偏見多次出現在所謂
香港問題、新疆問題的報道中，其
意圖如出一轍，就是要散布恐慌、
擾亂人心，在國際上破壞中國形
象。

美媒稱因法國公司聯繫美國政府
解決事件而爆出台山「核洩漏」新
聞，卻隻字不提中廣核被美國商務
部列入禁止技術出口「實體清單」
一事。美國為政治利益打壓中國、
危害全球科技合作，美媒自動配
合、抹黑中國，企圖在國際上造成
中國核電技術不安全的假象，遏阻
中國自主創新，用心不良。

中國自主研發的三代核電技術
「華龍一號」，滿足國際最高安全
標準要求，大幅領先於美日等二代
核電站的技術標準。中國有完整的
核電安全制度機制，在國際原子能
機構、核安全公約等多邊機制下與
各核能國家合作，港澳與廣東均有
核電問題通報機制。中國高度重視
核電安全，豈是美媒造謠、謊言就
能破壞？美媒一再耍小聰明，炒作
假新聞，必然自毀聲譽。

CNN炒作「核洩漏」圖散布恐慌自毀聲譽
駱惠寧主任在「6．12」主題論壇演講中指出，維護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維護香港的光明前途和香港同
胞的根本福祉。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中國共產黨，始
終把香港市民的福祉放在心上。從新中國建立至今，中
央數十年如一日，風雨不改挺港惠民，是保持香港繁榮
穩定、港人安居樂業的最堅強後盾；相反，反中亂港勢
力巧言令色，打着「捍衛香港高度自治、維護港人權
益」的旗號，肆無忌憚拉布攬炒，破壞香港發展和與內
地互利合作，所作所為與港人利益背道而馳。是誰真正
關心港人福祉？是誰言行一致為港人謀幸福？相信廣大
香港市民非常清楚：「當然是中國共產黨！」

建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面對重重困難，內地很多
同胞連溫飽問題都未解決，但中央仍投巨資興建東深供
水工程，開通「三趟快車」，為香港提供了物美價廉、
供應穩定的生活必需品，令香港的通脹和勞動成本遠低
於西方，為香港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提
供重要條件；內地實行改革開放，國家經濟飛速發展，
更為香港帶來黃金機遇，推動香港華麗變身為國際金
融、貿易、航運中心，取得令世人艷羨的經濟奇跡。

回歸之後，中央進一步鞏固香港的獨特優勢。從推出
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遊、出台CEPA、支持香港發展成為
最重要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到近期的深化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實施「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建設為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具體到允許內地科研資金過河，持續推出便
利港人在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措施，港
人享受與內地同胞同等待遇的範圍越來越廣。

每當香港遭遇大風大浪，不論是兩次金融危機，還是
兩次世紀疫情，中央總是雪中送炭，為港人遮風擋雨。
在此次抗擊新冠疫情，中央傾力挺港護港，港人感受更
深。即使在疫情初期，內地防疫物資相當緊缺的情況
下，中央依然毫無保留支持香港抗疫，保障口罩、防護
服供應，派出支援隊協助香港檢測、援建檢疫設施，到

如今提供疫苗，大大提升香港的抗疫能力，切實保障港
人的健康安全。

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為港人謀福祉，相比之下，香港
的反對派、攬炒派，口口聲聲叫囂「捍衛本土利益」
「守護香港」，實際上卻拿港人利益作政爭籌碼，為謀
取一黨一己之私利，一再騎劫、犧牲香港人利益。

相信香港人都不會忘記，多年以來，攬炒派政棍不擇
手段阻撓各項有利香港經濟民生發展的政策，新界東北
發展計劃、東大嶼都會等重大項目，均遭到拉布、司法
覆核拖延，阻撓土地房屋等深層次矛盾的解決；重大工
程因拉布而延誤已成為常態，造成工程造價超支數以億
計，阻礙建造業正常運作，影響從業者生計；創科局因
拉布而耗費了3年時間才成立，文化局更胎死腹中，嚴
重窒礙香港與時俱進，削弱香港競爭力；最離譜的是，
連長者生活津貼、延長法定產假等與政治毫無關係的惠
民措施，都淪為拉布的對象。攬炒派政棍眼中只有政爭
利益盤算，何曾有絲毫關顧市民疾苦？

至於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蓮塘香園圍口岸以及
港深河套合作區等涉及兩地合作的跨境項目，攬炒派政
棍更千方百計干擾阻礙，散播各種陰謀論煽動抗拒合作
的情緒，令香港空轉內耗，坐困愁城，港人皆成受害
者。

香港是彈丸之地，天然資源匱乏，香港的發展從來都
離不開祖國內地的支撐，如今國家高度開放、發展日新
月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是香港發展的大勢所趨。
2017年6月2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香港機場後發表
講話，一句「香港發展一直牽動我的心」，溫暖全港
市民，充分展示中央心繫香港、心繫港人的濃濃情意。
中央持之以恒惠港挺港，讓港人感受到無比溫暖；攬炒
派政棍損港禍民，自私冷血暴露無遺。港人一定明白，
秉持以人民為中心根本理念的中國共產黨，是港人福祉
的真正維護者。

是誰真正關心港人福祉
─解讀駱惠寧主任「6．12」主題論壇演講系列社評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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