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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蒐民意 承諾關顧民生
有信心擔起立會議員重擔 加快興建地區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第七屆立法會換

屆選舉將於下月

舉行，眾多候選

人昨日繼續落區或在個人社交平台宣傳政

綱，希望能聽取市民意見，並讓市民了解

參選政綱。他們表示，有

信心可以擔起立法會議員

這個重擔，並承諾為市民

解決社區設施、交通等民

生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
管理委員會昨晚舉行網上簡介會，向
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候選人講解是
次立法會換屆選舉的選舉安排、選舉活
動指引內容及在進行競選活動時應注意
事項。選管會主席馮驊表示，選管會一
如既往，致力確保選舉過程在公開、公
平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並呼籲合資格
選民在12月19日踴躍投票。
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網上候選人
簡介會於昨晚舉行。馮驊表示，選舉事
務處將為今次選舉設逾620個一般投票
站及不多於24個專用投票站，由於是
次選舉會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發出
選票，工作人員需要較多時間處理票站
開放前的準備工作，因此，一般投票站
的開放時間已改為上午8時30分至晚上
10時30分。
他介紹，是次選舉的投票站會設立兩
條隊伍，一條特別隊伍供年滿70歲或

以上人士、孕婦及因身體狀況而難以長
時間站立排隊的人士使用，另一條隊伍
則供一般選民使用。他建議，選民應盡
量避免集中在票站開放首兩小時前往投
票，以及可選擇例如在中午或下午較少
人輪候的時段前往投票。

或於竹篙灣設投票站
馮驊重申，不要求選民在進入投票站

時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如果有
發燒徵狀的選民，因為只會短暫停留在
投票站，他們會被引領到特別投票間投
票，在每次使用後，工作人員會進行消
毒。選舉事務處亦已製備在竹篙灣檢疫
中心設立投票站的預案，是否啟動視乎
投票日有沒有接受強制檢疫的選民入
住，有關細節及安排會適時公布。
他又呼籲有意投票的選民若現時不在

香港，應留意抵港的檢疫安排，並盡早
規劃行程及預留足夠時間完成抵港檢疫

安排，以便在投票日可以行使投票權。
點票方面，馮驊指出，投票結束後，

除選舉委員會界別的投票站和供少於
500名選民投票的小投票站外，其餘一
般投票站會改為點票站，用以點算地方
選區的選票；所有功能界別及選舉委員
會界別的票箱則會被運送到位於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的中央點票站，以點算選
票。

廉署：選舉舞弊可囚7年
就近日有人在境外煽動市民投白票，

廉政公署代表、廉政公署廉潔選舉事務
統籌趙汝達強調，《選舉（舞弊及非法
行為）條例》適用於一切與選舉有關的
行為，不論該行為是在選舉前或選舉
後，在香港境內或在其他地方作出的。
有關罪行分為舞弊行為及非法行為，舞
弊行為可處罰款50萬元及監禁7年，非
法行為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昨日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
《立法會條例》第4（3）條，指明明年1
月1日為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的開始日
期，又指明明年1月12日為2022年立法會

會期的開始日期。
有關第七屆立法會的開始日期、2022

年立法會會期的開始日期，以及第七屆
立法會首次會議日期和時間的公告已於
昨日刊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個紀律
部隊工會昨日發聲明，呼籲大家全力支持
參與立法會選舉工作，並踴躍投票，確保
選舉工作順利進行，讓愛國者進入管治架
構，為香港發展出謀劃策。
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昨日發出聲

明，呼籲踴躍投票支持愛國者治港。他指
出，下月19日的投票日，是完善選舉制度
及落實「愛國者治港」後的首次立法會選
舉，意義重大。香港正處於蛻變階段，需要
一班愛國愛港人士為香港未來發展出謀獻

策，而選票就是推動香港繁榮穩定的齒輪。
他呼籲會員及家屬在投票日踴躍投票。
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主席何振邦昨

日亦發出聲明，表示新選舉制度使選舉回
歸為民做事的初心，減少了泛政治化的社
會內耗，有利於培育良性競爭、理性建設
的選舉文化，增進社會和諧。他呼籲屬下
所有盟會會員同事及家屬，積極行使公民
權利，全力支持參與立法會選舉工作，確
保有關工作順利進行，落實愛國者真正可
以進入管治架構。

選管會：確保選舉過程公開公平誠實

紀律部隊工會籲踴躍投票

第七屆立法會會期明年1月開始

$4(�

九龍中地區直選候選人、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昨日與前黃大仙區議員林文輝到黃大仙，
聆聽市民意見。林文輝指出，兩年前已經爭
取在黃大仙龍泰樓到地鐵站興建行人通道上
蓋，因為這條路較長且容易受到日曬雨淋，
許多市民上班或上學都會經過，自己在前兩
年爭取資源興建上蓋，但一直未獲得撥款。
李慧琼強調，議會應實事求是做實事，若只
搞政治，最終受害者將會是香港市民，例如興
建上蓋一事，本來已經有眉目，由於區議會亂
象而暫停。她承諾未來會重點跟進，在該地區
建設無障礙通道或興建上蓋。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候選人霍啟啟剛昨日在
facebook發帖，進行每周工作匯報。他表示，上星期參與了香
港中樂團與慈山寺合作的「一念一花」直播音樂會。這場表演
是由代表旅遊景點的慈山寺，與代表文化團體的中樂團合作，
而旅遊結合文化是未來的趨勢，此次表演是一個非常好的嘗
試。
他又參加了香港管弦樂團「港樂．星夜．交響曲」音樂

會，表示因疫情等原
因，此音樂會已經3
年沒有舉辦，此次音
樂會對於疫情過後舉
辦大型活動的意義重
大。他上周還參觀西
營盤畫廊咖啡店、拜
訪三聯書店、新雅文
化、印刷廠、舞蹈界
別等。九龍中

掃碼睇立選
候選人名單

體演文出界功能界別

同區另一候選人、現任九龍城區議會主席楊永
杰昨日在facebook發帖表示，是次參選是帶着改
造區政為民打拚的信念，希望自己在新時代作為
新的力量及新的聲音，
帶動香港的政局重新出
發。他指出，自己對香
港目前面對的困局有深
刻的體會，亦懂得解決
問題必須要從民心出
發。憑着自己的背景及
歷練，有信心可以擔起
議員這個重任。

同區候選人、現任黃大仙區議員譚香
文在facebook表示，昨日向黃埔及樂富
市民宣傳她的參選理念及想法，並希望
市民下個月19號可以支持自己，讓立
法會有更多元的聲音。

同界別候選人、香港
出版總會副會長蘇惠良
日前在facebook發帖表
示，他日前拜訪了美雅
印刷製本有限公司的魏
錦常，宣傳自己的參選
政綱。他指出，近年數
碼化急速發展，提供了
更快捷及彈性的服務，
出版業如何利用最新的數碼印刷技術為讀者提供更優質的出
版物，將是業內面對的一大挑戰。

●楊永杰表示，希望能
帶動香港的政局重新出
發。

●●李慧琼李慧琼（（右右））昨日到黃大仙聆聽市民意見昨日到黃大仙聆聽市民意見。。

●譚香文
昨日落區
宣傳參選
理念。

●蘇惠良(左)日前到印刷廠宣傳參
選政綱。

●霍啟啟剛昨日在facebook進行每周
工作匯報。

香港特區政府生防護中心轄下兩個
科學委員會昨日建議安排12至17歲群組
接種科興疫苗，而日前有消息指最快下周
四全港食肆堂食顧客一律須用「安心出
行」。德國、奧地利等國近日疫情反彈、
確診病例創疫情暴發以來新高，警示香港
「與病毒共存」根本行不通。本港目前疫
情穩定趨緩，正是得益於嚴格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目前遠未到放鬆防疫措施之
時，相反要繼續多管齊下築牢防疫屏障，
鞏固防疫成果，保障市民健康安全，力爭
早日與內地免檢疫通關。

在變種病毒肆虐下，近日歐洲多國疫
情告急，單日新增確診人數飆升，德國
18日首度超過6.5萬、法國超過2萬、荷
蘭超 2 萬、捷克超 2.2 萬、奧地利近 1.5
萬，皆為去年疫情暴發以來新高。據世界
衞生組織數據顯示，歐洲新增確診病例連
續7周增加，並已成為全球唯一新冠死亡
病例持續增加的地區。嚴峻疫情重臨，令
歐洲多國不得不重新收緊防疫措施，德國
聯邦政府與各州決定，將依據各州住院率
指數實施新措施，全面升級防疫力度；荷
蘭13日起在全國恢復防疫限制措施，為
期3周；奧地利宣布下周一起恢復全面封
城，初步為期20天。

目前本港僅有零星的外來輸入個案，
疫情趨緩下本港單車節、維港泳等大型盛
事活動將有序復辦。對比本港與歐洲疫情
的兩重天，證明本港不採取歐美的「與病
毒共存」策略正確。本港實施「動態清
零」，對接內地防疫措施並嚴格執行，切
實做到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得以成功控

制疫情，本港應更堅定、更自信保持從嚴
防疫的策略。

歐洲疫情強力反彈更提醒本港，防疫
未到鬆懈時，相反要強化現有防疫措
施 。

一要擴大「安心出行」使用、完善追
蹤功能。食物及生局前日與飲食界商討
擴大食肆使用「安心出行」問題，消息指
最快下周四實施堂食顧客一律使用「安心
出行」，不能再用「填紙仔」方式登記資
料。擴大「安心出行」使用範圍，市民在
聖誕節、新年節假外出消費防疫兩不誤，
有利刺激本港經濟復甦，若效果理想，更
可為與內地通關創造有利條件。特區政
府、業界要做好安排和提供協助。對不少
長者未使用智能電話，民建聯建議政府推
出個人實體二維碼以解決問題，建議值得
特區政府採納。

二要實施疫苗通行證，提升疫苗接種
率。德國近日規定，若染疫住院人數到一
定數目，該州的文化休閒、體育設施和室
內餐飲娛樂場所等，只允許完全接種疫苗
者入內，另外今後要進入工作場所、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必須提供疫苗接種證明；
奧地利從15日起，對大約200萬未接種疫
苗的國民禁止外出；瑞典下月1日起，規
定民眾出席音樂會或 100 人以上室內活
動，必須出示疫苗通行證。歐洲疫苗接種
率平均已超67%，仍採取強制措施催谷接
種率，本港目前的接種率約為6成左右，
提升緩慢，特區政府應借鑒德奧的做法，
全面落實疫苗通行證，提升接種率，築牢
防疫屏障。

從嚴防疫不鬆懈 多管齊下固屏障
身兼資審會主席的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

長李家超昨日宣布，在154名立法會選舉報名
者中，有153名參選人成功入閘，有1人被裁
定報名無效。資審會充分發揮把關者角色，
依法實事求是進行審查，審查公平公正高
效；成功入閘的候選人政治光譜廣闊，體現
了落實「愛國者治港」後，立法會選舉多元
包容、具廣泛代表的特色，顯示立法會不僅
不是「清一色」，且吸引了更多有識有能之
士進入議會，為本港發展經濟民生、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出謀劃策，促進良政善治、
構建優質民主。

根據基本法附件二，資審會負責審查並確
認選委會、特首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
格，以確保所有候選人都是愛國愛港人士。
資審會審查制度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具體
化、制度化的關鍵一環。全國政協副主席、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此前要求香港辦好
未來三場選舉，嚴格把好資格審查關。由資
審會嚴格把關，審視參選人是否真誠擁護基
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將落實「愛國者治
港」的「安全閥」前移，正正體現完善選舉
制度的初心。

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眾多，審查工作繁
重，資審會肩負的責任重大。從此次審查結
果來看，資審會的審查公平公開公正，一切
依法辦事，依事實辦事，依證據辦事。例如
有人因受僱於政府部門，不符合立法會選舉
規章而被DQ，證明資審會的角色不僅僅審閱
資料，且主動調查、審查參選人的言行，反
映資審會把關工作認真負責。

由於此次是在新制度下的首次立法會選
舉，選舉制度較以往有明顯變化，參選人也

多了不少新面孔，不論參選人、選民，還是
普羅市民，都需要通過實際運作來加深認識
和了解，越早開展競選活動，越有利選舉工
程的穩步推進。資審會對立法會候選人的審
查時間，只用了法定時間兩星期的一半，提
早一星期完成審查，為候選人開展競選工作
爭取了寶貴時間，讓候選人和本港社會能夠
及早熟悉新選舉的運作，讓選民有更多時間
了解候選人的參選理念和政綱，為日後投票
作好充分準備。

中央此前強調，落實「愛國者治港」，絕
不是要搞「清一色」。完善選舉制度下的立
法會不是「一言堂」、「橡皮圖章」。資審
會對參選人的審查一視同仁，代表社會不同
界別的持份者，只要愛國愛港，都可以依法
參選，不同政治光譜人士都能通過審查、成
功入閘，足以顯示新選舉制度的均衡參與、
廣泛代表性，在堅持「愛國者治港」的基礎
上容納不同聲音，可以預期此次立法會選舉
將有激烈競爭，而且是比政綱、拚能力的良
性競爭。李家超司長亦指出，合資格的候選
人有不同政治光譜，亦來自不同背景階層，
達至均衡參與及廣泛代表性的原則，顯示資
格審查工作並非要搞「清一色」，也令反對
修改選舉制度的抹黑不攻自破。

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
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立法
會選舉將進入競選階段，希望所有愛國愛港
的候選人，以對港人福祉負責的態度，為香
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貢獻才智，憑真才實
幹、擔當抱負爭取選委和選民支持，讓選舉
成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推動香港進步的動
力。

候選人多元包容 立會不是「清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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