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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盼更深入淺出解說新選制

4



政府續辦多場解說會 與會者認同選委人數加碼

為讓全港各界了解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的意義，特區政府多名司
局長昨日繼續舉辦多場解說會，
向與會者詳細解說完善選舉制
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了其
中一場會面，並回答與會者的提
問。有與會者會後表示，與會者
十分認同將選委人數由 1,200 人
增至 1,500 人能強化選舉的代表
性，並認為特區政府近日的解
說、宣傳工作做得不錯，十分支
持特區政府更深入淺出、耐心地
向各界人士及普羅市民做好解
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張建宗在其中一場解說會發言。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主持兩場解說
會，與部分全國性團體的港人代表會

面，就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繼續
進行解說。林鄭月娥出席了其中一場會
面，並回答與會者的提問。
張建宗強調，新制度除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確保落實「愛國者治港」
根本原則，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外，亦讓香港的政治體制立足新起
點，推動香港政制發展邁上新台階，開創
新局面。他鼓勵出席解說會的人士就完善
選舉制度多加對外解說，加深社會不同界
別人士對新選舉制度及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的認識。

盼與會者支持配合完善選制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昨日主持
兩場解說會，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會面。他表示，一眾與會代
表參與全國性團體，對國家事務有比較多
的理解，有利於在選委會中強化國家元
素，把維護國家利益和維護香港利益有機
結合起來，任重道遠。

挺港府實踐行政主導推惠民政策
他希望與會者全面支持和配合這次完善
選舉制度的工作，並在完善後的選舉制
度，以至在未來的特區管治中，發揮更積
極的角色，支持特區政府實踐行政主導，
推動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惠民政策。出
席代表均表示會堅定支持完善選舉制度工
作。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舉行三場解說
會，分別與元朗區、油尖旺區和黃大仙區
的撲滅罪行委員會、防火委員會和分區委
員會代表會面。李家超在會上與地區組織
代表互相交流，出席者對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表示歡迎和支持。他總結時強調，特區
政府管治團隊將繼續全力以赴，推動相關
的修例工作，一起為香港建設更美好的將
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舉行
解說會，與批發及零售界代表會面。他在
會上向與會者重申完善選舉制度的必要
性、迫切性，以及對創造穩定營商環境和
確保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性，並呼籲他們
全力支持有關修訂。邱騰華將於未來數天 ●林鄭月娥出席其中一場會面，並回答與會者的提問。
繼續舉行多場解說會，向紡織及製衣、電
訊、廣播、電影及演藝和出版界別講解有
關修訂。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日舉行
兩場解說會，與約 30 名主要來自海內外銀
行的金融界代表會面。他在會上表示，財
庫局會繼續努力不懈，大力推動國家「十
四五」規劃下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的各項政策措施，更好融入國家的發展大
局。
會上，一眾與會者表示願意協助特區政
府多作解說，讓外界了解落實「愛國者治
港」對促進香港安定繁榮所起的重要作
用。許正宇今天將繼續舉行三場解說會，
與金融服務界和保險界會面。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日主持五場解
●張建宗與部分全國性團體的港人代表會面。
說會，分別與新界社團聯會、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以及東區、大埔區、北區和葵青
區的撲滅罪行委員會、防火委員會和分區
委員會代表會面。他在會上呼籲與會者全
面支持和配合政府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工
作，並表示將繼續做好公眾解說，讓社會
各界更深入了解和認同完善選舉制度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李世榮會後表
示，與會者十分認同將選委人數由1,200 人
增至 1,500 人能強化選舉的代表性，並明白
選委會取消全部區議會議席，改由分區委
員會、分區滅罪和防火委員會委員擔任，
是因應區議會近年表現令人慘不忍睹。
他認為，雖然特區政府近日的解說、
宣傳工作做得不錯，但由於新制度比較
複雜，故十分支持特區政府深入淺出、
耐心地向各界人士及普羅市民做好解
說。
●徐英偉與葵青區相關委員會代表會面。

攬炒派近年煽動嘅多場違法

示威集會，都會有人大派「雨
傘」，畀暴徒用嚟衝擊警方防

線，甚至襲擊不同政見嘅市
民。由攬炒派議員把持嘅元朗
區議會宣傳工作小組舊年亦通
過將 2020 至 2021 年度嘅紀念品預留撥款額 30 萬
元，全數用作製作長雨傘。「元朗藍本」fb 專頁
日前就發帖踢爆呢批長遮質素差劣，連攬炒派
「同路人」都話係爛遮。唔少網民就質疑買遮係
「用來下次暴動」，仲話要「報廉記調查」。

陳敬倫暗指
「手足」
無把好關
「元朗藍本」日前以「元朗泛暴區議員 豪洗
公帑 30 萬買爛遮」為題發帖(右圖)話：「元朗區
議會宣傳工作小組在去年 7 月時進行會議，主席
伍軒宏議員表示已預留撥款 30 萬元製作紀念
品，成員通過用來製作長雨傘。近日開始派發。

不過有人發現，原來豪使公帑 30 萬元，竟然係
爛遮。不少人收到長遮後表示質素差劣。同一時
間，泛暴派元朗區議員陳敬倫亦喺網上發布一張
爛遮圖，又留言話好彩發現得早，但係就要 QC
幾百把遮，似乎是暗指一眾『宣傳工作小組』嘅
手足同事無好好把關喎。」佢喺個帖度仲
Hashtag「大花筒」「黑箱作業」。
區會紀念品變爛遮，唔少網民都話亂使公帑。
「Feste Wong」 話 ： 「 沒 把 關 沒 QC 嗎 ？ 」
「Rose Wong」就話：「無監管嘛，可以亂嚟。」
有網民就覺得買遮係同煽搞黑暴一脈相承。好
似「Tony Chan」問：「用來下次暴動時用？」
「Kenneth Chau」就話：「用政府資源補貼黑
暴。」
唔少網民都認為要依法追究。「Grace Hung」
話：「失責追究，浪費公帑，有否私相授受。」
「Ying Hung Wah」就話：「報廉記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民主思路」YouTube今開台 盼讓港資訊更國際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民主思
路」YouTube 頻道「竹石台」今起正式開
台，頻道主要以時事、政治及民生熱話為
主。「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昨日表
示，近年有不少外國媒體假扮熟悉香港事
務，但不是真的了解香港，期望在本地找
學者以英文介紹香港相關的資訊，使香港
資訊變得更加國際化。
「竹石台」現時共有四大節目，包括《時

政吹水站》、《湯家驊時事點評》、《靜思
而行》及《International Channel》，節目
涵蓋嘉賓訪談、個人時事talk show及國際議
題研討，與市民提倡有利香港民主發展的價
值觀，並以持平角度探討最新的社會話題，
而開台首集嘉賓邀得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

湯家驊：多邀中間派任嘉賓

湯家驊表示，在修例風波期間已構思成
立網台，否認打算以此作為競選工具，亦
不希望網台成為選舉機器。他又透露，未
來會多邀請中間派擔任節目嘉賓。
他指，早前曾初步了解「民主思路」成
員參與選舉的意慾，並形容反應踴躍，有
不少人有意加入政府。他表示，若「民主
思路」有合適人選參與選舉，不會抗拒及
迴避，有需要時會考慮支持。

譚耀宗：料換屆前研究區會組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
言）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通過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在新選制
下區議員不再納入選舉委員會
當中。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日
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是次
完善選舉制度並沒有決定區議
會今後的組成是否改變，預計
有關問題將會在區議會換屆前
研究。
譚耀宗認為，區議會不應參
與太多的政治工作，因此在新
的選舉委員會中剔除了區議員
117 席的選委名額，令基本法
的立法原意得以落實，而有關

黎銘澤辭區員退黨 疑驚涉「初選」被捕走佬

攬炒區員公帑買爛遮 網民話報廉記

●邱騰華與批發及零售界代表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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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行事光明磊落就唔驚會被清
算，甚至驚到辭職並疑似走佬去外
國。講緊嘅係攬炒派新民主同盟西
貢區議員黎銘澤，佢日前被傳出好
耐無蒲頭，疑似驚因為有參加違法
「初選」而先走一步去咗英國，點
知傳下傳下佢噚日就喺 facebook 發
文，正式宣布會辭去區議員一職同
退出新民主同盟，聲稱係由於區議
員要宣誓一事，但事實上係點，大
家心照啦。
話說《東網》之前引述消息指，
早前有傳黎銘澤已長時間冇出席區
議會會議，被質疑已離開香港，最
新消息證實黎銘澤早喺上月初已經
靜雞雞離開香港，現身處英國。報
道又指，外界盛傳係因為黎銘澤早
前曾經參與違法「初選」，名列新
界東「初選」名單之中，且公開為
黨友范國威助選，𠵱 家范國威被捕
還柙，所以黎銘澤擔心「殺到埋
身」，或成為下一批被捕者，就率
先離開香港以保安全，但暫時未知
佢家人係咪跟隨離港。

屈宣誓
「竊取區選結果」

面對坊間議論紛紛，黎銘澤一直
都唔蒲頭正面回應事件，但終於喺
噚日發文宣布會辭去區議員一職同
退出新民主同盟，原因係佢唔想宣
誓，聲稱今次宣誓係要「明目張膽

區議會組成等問題，可能會在
換屆前研究。
他指，在新選舉制度下，參
政者仍然可以對特區政府的施
政提出不同意見和建議，但出
發點不能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勾結外國勢力、搞顛覆、搞破
壞、搞「港獨」更是不能接
受，必須要擁護基本法，效忠
特區。
他強調，完善選舉制度是合
憲合法、合情合理的，出發點
是為了香港好，並指「所以不
管人家怎麼攻擊我們，我們都
要頂得住」。

竊取 2019 年選舉結果」，「是在
每位民選議員頸上架起一把刀」，
所以佢考慮自身情況，認為自己可
以承擔失去區議員一職嘅代價，決
定成為站出來說「不」的人，講到
自己好有承擔咁嘅樣。
雖然黎銘澤講到自己鬼咁「正
義」，但軍寶社區發展主任黃煒
龍睇唔過眼，噚日亦發表聲明要
求黎銘澤向軍寶區居民交代佢喺
辭職前係咪已經離開香港，又踢
爆根據西貢區議會記錄，黎銘澤
由 3 月 2 日起多次缺席西貢區議
會會議，並以另有公務為由請
假，叫黎銘澤嗱嗱臨交代每次缺
席是因乜嘢公務，定係以虛假理
由請假，事實上已離開香港。

黃煒龍諷黎疏於區務
黃煒龍更潤多黎銘澤一句，話佢
同一眾軍寶區居民遺憾黎銘澤過去
5 年議員生涯疏於區務，但佢本人
將繼續用心服務軍寶區。一諗到黎
銘澤會被激到扎扎跳，但又唔敢出
聲嗰吓真係好好笑。
雖然黎銘澤冇回應係咪已經走佬去
英國，但都仲有網民仍然盲撐，
「Betty Sun」話「我記得 Jacky 係
『初選』其中一位參選者嚟架（㗎）
喎……不如去外國好過啦。」
好彩，都有網民質疑佢係心虛想
走人，「Toby Teng」認為「大魚
溜走，蝦毛蟹仔當然不甘後人！」
「Kimkong Bau」 揶 揄 「 唔 想 被
捕，唯有避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