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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艱難 守護社區 服務市民

民建聯 179 人參選區議會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2019 年區議會選舉將於 11 月 24 日舉
行，提名期由今日（4 日）起至本月 17 日為止。民建聯昨日公布，將派出
179 人參選，其中 65 人是首次出選。主席李慧坦言，今次區選正值香港回
歸以來最艱難的時期，是該黨面對回歸以來最艱難的一次選舉。但她強調，
該黨參選人將無畏無懼，一如既往守護社區、服務市民；並要求政府做好一
切措施，確保安全、公平、公正的選舉，讓市民免於恐懼地投票。

65 人首次參選 96 位爭連任
民建聯昨日下午在記者會公布參加區議會選舉的情
況。李慧表示，在 179 名參選人中，65 人是首次參
選；競逐連任的議員有 96 位；再接再厲的參選人有 18
位；有 19 位議員將交棒。是屆參選人的平均年齡是 40
歲，最年輕的參選人有 2 位，均是 23 歲。6 位同時為
區議員現任立法會議員，亦將披甲參選。
李慧不諱言，今次區選正值香港回歸以來最艱難
的時期，過去 2、3 個月來香港社會衝突、暴亂處處，
許多市民擔心香港當前局面，憂慮 「攬炒」情況發
生。不少市民反映，周末或平日都不敢出外，因為不
希望因不同政見被打、被襲。

21 位區議員辦事處被破壞
她又形容這是民建聯面對回歸以來最艱難的一次選
舉，過去 3 個月來最少 21 位區議員地區辦事處被破
壞，議員和團隊多次被滋擾。隨區選的提名期開
始，留意到網上有人聲稱要 「對付」不同政見的參選
人，已有議員被 「起底」，他們都擔心家人受到影
響。

要求政府確保選舉安全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說，本身是東涌區議員的他位
於區內的區議員辦事處曾受到嚴重的破壞，玻璃窗、

器材等物件被打爛。由於不少議員辦事處都處於民
居，居民都對此感到恐慌，認為暴力已 「埋身」。他
也提及近日有市民因不同的政見被圍毆或毒打，都加
深了市民的恐懼。他慨嘆市民都擔心能否在選舉當日
安全地投票，要求特區政府要確保選舉安全、公平，
讓市民免於恐懼。
另一位副主席陳學鋒說，該黨的議員、地區幹事都
面對威脅，街站不時被滋擾，更曾出現過百人圍街站
的情況；甚至有協助該黨的義工，被不同政見的人士
拍攝後放上互聯網、貼街招，義工們都感到心理壓
力，覺得安全受到威脅。
副主席陳克勤稱，除了該黨的議員辦事處受破壞
外，其他建制派議員的辦事處甚至曾被縱火。他批
評這些都是影響市民的行為，因為議員辦事處是服
務市民的地方，破壞議辦的行為沒有意義，不但影
響市民，也浪費公帑，因為維修議辦都要使用公
帑。陳克勤提醒示威者即使要表達訴求，都不應該
使用暴力。

讓市民免於恐懼地投票
李慧總結時表示，民建聯 179 位參選人無畏無
懼，無懼風雨，不怕滋擾，堅守信念，不忘初心，會
一如既往守護社區、服務市民。她同時強烈要求政府
要做好一切措施，確保安全、公平、公正的選舉，讓
市民免於恐懼地投票，否則這場選舉會不公平。

左起：陳學鋒、李慧、周浩鼎、陳克勤展示議辦於近期被襲的照片。 記者 林駿強攝

區議會選舉今起提名至 17 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選舉事務處昨宣
布，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的提名期將於今日開始至
17 日結束。全港 18 區共 452 個選區，將各自選出一名
區議員，即共選出 452 名區議員。有競逐的選區將於
11 月 24 日進行投票。

11 月 24 日進行投票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稱，獲提名人士必須年滿 21 歲，
以及是在緊接提名前的 3 年內通常在香港居住的地方
選區選民。提名表格必須得到有關選區的 10 名已登記

中槍男涉暴動襲警缺席提堂

黑衣人續肆虐
多區堵路破壞港鐵站

【香港商報訊】國慶日大批暴徒在全港多區爆發
激烈暴動，下午在荃灣海壩街至大河道一帶，1 名
警署警長開槍擊中 1 名涉嫌襲警的中五學生胸口，
傷者送院急救後已無性命危險。中槍男生事後連同
5 男 1 女，包括 1 名理工大學博士生和 3 名大專生被
起訴暴動、縱火和襲警等 5 罪，案件昨日在沙田裁
判法院提堂。中槍少年和 1 對男女尚未出院，李志
豪裁判官將於今天與控辯雙方商議後，決定會否給
予中槍男生保釋。眾被告毋須答辯，李官按控方申
請，將案押後至下月 14 日再訊。至於另外一對仍然
就醫的男女出院後，須於本月 9 日或之前出庭應
訊 ； 其 餘 被 告 獲 准 分 別 以 現 金 5000 元 或 1 萬 元 保
釋，候訊期間不得離開香港，和每周須兩天到警署
報到。

同案 6 男 1 女被控縱火襲警
除了中槍仍然留醫的 18 歲中學生曾志健外，其餘 6
名被告包括 38 歲清潔工人陳珩、19 歲報稱 IVE 學生陳
金國、25 歲報稱程式員的李振文、21 歲 IVE 學生馮清
華、22 歲 HKCC 學生郭小琴和 26 歲理工大學博士生
邱宏達。
曾志健和邱宏達被控在本月 1 日在荃灣大河道、大
河道北和鱟地坊一帶，和其餘不知名人士參與暴動。
另外 5 人涉嫌同日在荃灣海壩街一帶，和其餘不知名
人士參與暴動。除暴動罪外，曾志健另被控在同一場
合襲擊警署警長曾家輝和警員謝思明；陳珩另被控在
海壩街聯同其他不知名的人士縱火。

中槍男生等 3 人留院缺席聆訊
庭上獲知，李振文、郭小琴和中槍男生曾志健目前
仍然留院接受治療。代表曾志健的黃瑞紅大律師表
示，曾已完成手術，目前在加護病房養傷，但無法估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10．1 國慶節
後，連續第 2 晚多區再有網民號稱發起 12 個地點聚
集。其中在港島太古城昨晚一度有逾千人與警方對
峙，防暴警察施放胡椒噴劑及催淚彈控制場面，至
少 1 人被捕。此外，九龍及新界晚上亦有反修例人士
破壞港鐵站設施。

警方英皇道驅散拘 1 人

少年襲警中槍倒地。 資料圖片

猛打。其後多人加入對警員施行武力，警署警長曾家
輝出於擔心自己安危，對曾志健開了一槍。曾志健中
彈倒地後，邱宏達涉嫌檢起傷者手中的武器，未幾亦
被制服。
控方又指，由於曾志健戴粉紅色面罩和黑藍色的
自製盾牌，裝置獨特，很容易被認出。

警受威脅槍傷施襲男生

男生離 ICU 轉外科病房留醫

根據控方案情，大批示威者於國慶日在荃灣進行非
法活動，有人投擲石頭，甚至使用鎚仔等硬物和燃燒
物。陳珩當時涉嫌在海壩街行人路上，在警方防線前
劃下一條火線，期間陳金國和馮清華在示威者前線被
警方截停。另一邊廂戴粉紅色 「豬嘴」和攜自製
盾牌的曾志健，涉嫌在大河道手持一把疑似鐵通的武
器及用磚頭掟向警方防線，又向包括警員謝思明窮追

辯方申請保釋時指，警方在各被告身上及背囊搜出
的涉案工具並無攻擊性，大多是保護裝備。至於針對
邱宏達涉嫌檢起鐵通的行為，辯方解釋，他當時是出
於拯救中槍倒地的曾志健。
據了解，留醫伊利沙伯醫院的中槍 18 歲男生曾志
健，前日已離開深切治療部，轉至心胸肺外科病房，
他目前情況穩定。其病房外仍有警員看守。

41 歲藝人王宗堯和 30 歲記者馬啟聰，分別被控於本
年 7 月 1 日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會議廳範圍時，未有
遵守立法會人員為維持秩序而發出的指示，觸犯《立
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馬代表律師希望裁判官不考慮頒下宵禁令，因為馬
不但是《熱血時報》記者，而且身兼節目項目統籌，
主持網台節目至晚上 11 時甚至凌晨 2 時。宵禁令會影
響他的工作，且根據控方所指，馬當日並沒有在宵禁
時間範圍內進入會議廳。另外，馬有時會到立法會大
樓內進行採訪工作，故希望法庭亦不考慮禁足令。
王宗堯代表律師亦冀法庭不作宵禁和允許他候訊期

間離開香港，由於王宗堯是一名演員，基於工作需
要，有時需通宵達旦工作，且未來可能會遠赴台灣出
席海外影展。辯方強調，根據控方指控，王宗堯涉嫌
犯案為時僅約 1 分鐘，故要求法庭不作禁足命令。
控方透露，目前檢控證據建基於公開片段，根據有
關片段，馬涉嫌在晚上 9 時 20 分至 10 時 30 分左右在會
議廳內出現，而王則涉嫌在當晚於 11 時 47 分一刻出現
在鏡頭內，兩人被拍攝時均沒有戴上面罩。

王宗堯涉非法闖入立法會，出庭
應訊。

與馬啟聰及同案 7 人 12 月再訊

涉圖檢走中槍少年鐵通青年被捕。 資料圖片

計出院時間。
控方申請押後以待警方作進一步調查，並反對各被
告保釋申請。控方指，警方在各被告身上均搜出疑似
大量激進示威者的物品，例如對講機、頭盔和一些保
護工具等；強調此案是其中一宗在國慶日發生，情節
最嚴重的示威案件。

藝人王宗堯 7．1 非法闖立會上庭
【香港商報訊】7 月 1 日大批示威者衝擊及強行進入
立法會綜合大樓，毀壞大樓內設施。TVB 男藝人王宗
堯和《熱血時報》記者馬啟聰，被指有片段拍攝到他
們分別在會議廳範圍內，逗留約 1 分鐘和約 1 小時，兩
人分別被控一項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罪，案件昨
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訊。控方申請押後，以待進一步
調查，兩人毋須答辯。控方不反對被告保釋。香淑嫻
裁判官應控方要求，將案押後至 12 月 13 日與港大前學
生會會長孫曉嵐等 7 人同日再訊，並批准兩人以 2000
元保釋，每周須到警署報到 1 次，不得進入立法會大
樓一帶附近範圍，候訊期間不得離開香港，但允准王
宗堯有需要離開香港前向法庭申請。

選民簽署。每名選民只可以簽署提名一名候選人。此
外，18 區的民政事務專員已獲委任為選舉主任，他們
將會處理轄下選區的候選人提名及其他選舉職務，獲
提名人士應盡量以銀行本票或現金繳交選舉按金，以
免因支票遭銀行退票而衍生不必要的問題。
提名表格可在各區民政事務處或選舉事務處位於灣
仔港灣道 25 號海港中心 10 樓，或九龍觀塘道 392 號創
紀之城 6 期 23 樓 2301 至 03 室的辦事處免費索取。提
名表格亦可於選舉事務處網站（www.reo.gov.hk）下
載。查詢可電選舉熱線 28911001。

在太古城港鐵站，傍晚有黑衣人及市民聚集，現
場有防暴警察戒備，不少市民指罵警員擾民。晚上 8
時半，太古站內戒備的警員撤退，有大批人跟隨其
後，並繼續指罵，及後有人向警員投擲狗糧，警員
突然衝前並拘捕 1 人，在場有人要求放人。
警方一度施放胡椒噴霧，大批防暴警員手持長盾
在英皇道戒備，部分警員其後撤退。晚上近 9 時半，
有黑衣人在英皇道設置路障，也有人破壞太古站閉
路電視及廣告燈箱。晚上 10 時許，大批防暴警折返
並一字排開列陣，舉起黑旗後發射多枚催淚彈，然
後推進清場，大部分示威者散去。

大埔墟站及觀塘站遭破壞
另外，昨晚 9 時許，一批黑衣人在大埔墟站內聚集
並破壞入閘機，導致顯示屏及零件等散落地上，涉
事者其後離開。防暴警察其後趕到現場戒備，在場
人士見警方舉起藍旗後迅速散去。
觀塘 apm 商場傍晚開始有人聚集。至晚上 10 時左
右，有人在觀塘港鐵站出入口指罵在場戒備的警
員，又有人破壞車站設施，港鐵宣布為顧及乘客和
員工安全，觀塘站暫時關閉，觀塘線列車不停觀塘
站。

「快閃」佔據屯門鄉事會路
在屯門，昨晚有示威者以 「快閃」方式一度佔據
屯門鄉事會路，其後走至屯門市廣場對開一段屯門
公路，並以雜物阻塞往九龍方向 3 條行車線，有貨車
試圖駛過路障時，被雜物刺穿車胎須停在路邊。有
其他司機下車推開障礙物。港鐵宣布條輕鐵路線停
駛或改道。

男子保釋期涉藏電油被控串謀暴動
【香港商報訊】1 名報稱職業電競選手的 23 歲男
子，在 10 月 1 日清晨在其天水圍寓所中被警方搜出 5
罐白電油、購買部分石油氣的收據 、打火機等物
品，被控以 1 項串謀暴動，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
堂。裁判官應控方要求將案件押後至 11 月 29 日，以
便進一步的調查。被告獲准保釋。
被告張浩輝，被控於 10 月 1 日與其他身份不明的
人串謀參與暴動。他獲准以現金 5000 元保釋，期間
須遵守宵禁、不得離開香港，以及每周須到天水圍
警署報到的保釋條件。

上月參非法集結被捕獲保釋
控方指，被告早前亦涉嫌在 9 月 3 日參與黃大仙非

法集結，現是在保釋期間再度被捕。
不過辯方反駁指，當日被告只是在黃大仙乘坐巴
士上班時被捕，警方至今仍未就此作出正式的起
訴。
錢禮主任裁判官追問有否更多的證據顯示被告涉
串謀犯罪。辯方指出，指控多為環境證供，沒有證
據顯示搜到物品均屬於張，而且警方在清晨 5 點於被
告寓所中搜出白電油等物品，並不能證明與串謀暴
動有直接的關聯。
控方案情指，張在寓所中被警方搜出 5 罐每罐不少
於 3 公升的白電油、2 張曾購買白電油的收據、打火
機、手機、背包，警方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將其
拘捕。

太古城集結了一批黑衣人，有蒙面人衝前猛踢一
輛警車。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