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成智雖擁有註冊社工身份，但因未有續
期，故於08年立法會選舉期間已非註冊社工身
份，卻在選舉中的候選人簡介內填寫其職業為

「社會工作者」，涉虛報職業，並有觸犯刑事罪行
條例之嫌。醜聞被揭發後，社工註冊局共接獲
數十名市民投訴，經過一輪內部紀律聆訊後，
決定註銷黃成智的社工註冊半年，並於2010年初
向他發出「停牌」通知信。

未出席聆訊被批評
據悉，社工註冊局於今年4月底向黃成智發出

通知，指他的註冊期即將屆滿，提醒他辦理續
牌手續，但不久黃成智再接獲通知，指註冊局
暫時不會接受其申請。有不具名的註冊局成員
更向傳媒批評他未有親身出席該局早前的聆
訊。

黃成智辯稱，未有出席聆訊，是因為自己確實
在「程序上出錯」，故選擇不抗辯，又聲言事件
只屬「技術性失誤」，自己在未續期前並沒用社
工身份提供服務，不存在任何欺詐成分，故不
明白為何註冊局會拒絕續牌申請，稍後將去信
註冊局了解情況。

扮慘指「政治打壓」
他又將事件「上綱上線」，批評同為社工的梁

建雄向傳媒指，他並非靠當社工「搵食」，故處
分沒有阻嚇力，也對其他被罰社工不公平的言
論，指這是「政治打壓」，又將其他社工「擺上

」，稱自己收到不少社工來電，擔心是次事件
會成為案例：「倘社工因為一些技術性問題而
未能及時續期，就令生活受影響的話，業界的
1.2萬個社工就會『人人自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環街市半山行人扶手電梯附近，近日出現一幅印

有黎廣德嘜頭同公民黨標誌的Banner（橫幅），上寫

「透過司法覆核 成功阻大橋 停沙中 令700萬港人受

惠」。公民黨做賊心虛，急忙掩耳盜鈴「報警處理」。

有公民黨中人話覺得今次都幾慘，俾人如此諷刺和口

誅筆伐。其實公道自在人心，黎廣德所謂「港珠澳大

橋判決令700萬人受惠」，根本是顛倒是非，足顯此人

厚顏無比。

黎廣德以「假專業」面目欺世惑眾
黎廣德之厚顏，首先是以「假專業」面目欺世惑

眾。在公民黨發動的「反高鐵運動」中，黎廣德粗糙

地搞一個「假專業」方案，就想把政府提出的方案否

決。黎廣德提出的「錦上路」方案，在工程價格方面

弄虛作假，論據粗疏，離專業水平甚遠。當時一群由

工程、建造、規劃、財務和法律界組成的專業人士，

聯署在報章刊登聲明，批評黎廣德提出的方案「假專

業」，「令同行深感羞愧」，「只是為反對高鐵作專業

化妝，以掩蓋政治掛帥的目的」。連同行都為黎廣德

的「假專業」深感羞愧，但黎廣德卻不知世間有羞恥

二字。

今年2月9日，規劃署進行的「灣區計劃」公眾諮詢

結束，當日黎廣德又以「假專業」面目舉行記者會，

指「灣區計劃是香港被納入社會主義模式」，聲言

「反對香港『被規劃』」云云。實際上，黎廣德完全是

無事生非，混淆視聽。「灣區計劃」是5年前「十一

五」規劃頒布後提出，不單香港從頭到尾有深入參

與，而且許多時更是由香港積極主催的發展計劃，根

本不存在「被規劃」的問題。黎廣德的香港「被規

劃」，是一個「假專業」的歪論。

今次司法覆核狙擊港珠澳大橋工程，黎廣德更自始

至終在台前幕後活動，變本加厲以「假專業」面目欺

世惑眾。黎廣德動輒扮專家嚇人，有專欄作家撰文質

疑說：「在now『時事全方位』講港珠澳大橋，黎廣

德對劉夢熊大聲講：『知唔知道起條大橋，東涌會死

幾多人？』左丁山聽到幾乎嚇親，起大橋為甚麼東涌

會死好多人？哪一位科學專家、工程專家夠膽提出真

實數據？赤 角機場已運作十三年，大嶼山有幾多人

因機場而死？好心，唔好扮專家嚇人啦！」

黎廣德斷言，「因港珠澳大橋污染致死的市民每年

多增幾百人」，但連法官都不明白，港珠澳大橋的建

設與東涌居民的死亡有何因果關係，這一在庭內早已

被法官排除的貨色，黎廣德和公民黨還要到社會和媒

體上兜售，還要在城大召開公眾研討會，通過廣告邀

請市民參與，真是厚顏得無以復加。

公民黨「不道德」
黎廣德之厚顏，其次是說謊成癖。在是否「操控」

官司的問題上，黎廣德出爾反爾，他在4月18日時說

認識朱綺華，對方曾經為公民黨做義工，並於司法覆

核尋求公民黨的意見及協助，但4月19日黎廣德卻信

誓旦旦稱不認識朱婆婆，如此自相矛盾，唾面自乾，

毫無誠信可言。後來黎廣德撰文稱：「公民黨從不諱

言，地區成員和律師黨員有幸為健康欠佳的朱綺華老

太太提供協助，正是一個為民負責的政黨所應為。」

但4月28日出版的《壹週刊》報道稱：「黎廣德更向

本刊說：『我唔識朱婆婆，係佢主動同公民黨講，想

代表東涌居民打官司；我 有提供法律意見畀佢，同

埋幫佢申請法援，後來就係由黃鶴鳴以私人身份處理

呢件事。公民黨無乜點參與，所以唔係公民黨策動朱

婆婆打官司。』可是本刊翻查資料，發現黎廣德兩年

前就聯同公民黨東涌區議員林有 等人，大鑼大鼓搞

記者會，狠批

工程環評粗疏，

要求大橋工程延

長諮詢期。」

公民黨和黎廣德的

廣告，聲稱輿論批評「公

民黨推一個綜援老婦人來濫用公

帑，濫用司法程序，不但侮辱朱婆婆的獨立意志，更

暗示基層市民尋求專業協助是不道德行為」，云云。

但事實上，連《壹週刊》亦報道，從朱婆婆申請法律

援助，到朱婆婆選擇律師，再到朱婆婆列舉七大申訴

重點的狀紙，都是黎廣德和公民黨一手在「操控」。

黎廣德一時信誓旦旦稱不認識朱婆婆，一時稱公民黨

從不諱言為朱婆婆提供協助，一時稱朱婆婆有獨立意

志，一時又稱唔係公民黨策動朱婆婆打官司，破綻百

出，顯示他說謊成癖。

黎廣德所說「不道德行為」，正好是對公民黨的評

價。公民黨操控官司，法官判政府要付三分之一堂

費，其餘三分之二由「法援」支付，公民黨的大狀律

師們無論輸贏都有巨額金錢落袋，這才是貨真價實的

「不道德行為」。公民黨為何要利用領取綜援的婆婆申

請法援打官司？為何自己不掏出真金白銀來打官司？

為何預好了無論輸贏都有巨額金錢落袋？公民黨登廣

告所謂「守護我們珍惜的核心價值」，毋寧說是「守

護公民黨珍惜的錢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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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連兩次政府土地拍賣，皆
以市場認為是很高的價格成交。因
此，馬上就有傳媒批評政府沒能力
打壓樓價，並認為增加土地供應也
無濟於事。又有人認為，這是地產
商故意以高價買地來造勢，以方便
他們賣掉手上的樓盤。

實際的情況是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政府絕對不會沒有能力壓低樓價。看看

當年的「八萬五」，樓價不是應聲而跌嗎？而且，樓
價與經濟息息相關，今日美國房價的確很低，原因是
經濟不景氣、高失業率，自然會壓低樓價。但是，這

是大家想見到的事嗎？

高價買地對地產商不利
地產商以高價買地，是不是對自己有利？我認為是

不利的。因為目前不少地產商自己手上的土地儲備都
很有限，過去幾年政府推出市場的土地不多，地產商
也不積極勾地，更有一些地產商早已把業務重點放在
大陸，在內地開發房地產。有人認為，香港有好些地
產商有大量的「土地儲備」。但是這些所謂的土地儲
備多是農地，是不能用來建房子的。農地要改變用途
建房屋得補地價，今日香港的有關官員，最怕的就是
被扣上「官商勾結」的大帽子。如何避免被扣上「官

商勾結」的罪名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當地產商前來
討論補地價時，開出一個高價，以示態度強硬不退
讓。如果地產商以高價補地價，就不會有人說有關補
地價交易是官商勾結。補地價如何計算，當然也得參
考最新的土地拍賣價。因此，土地拍賣價越高，補地
價的叫價也越高，這對地產商而言，有什麼好處？沒
有好處，只是增加成本罷了。

樓價逆轉風險上升
有人說，買地就如買麵粉，麵粉漲價，麵包就會漲

價。這種說法是錯的，買地不是買麵粉。買麵粉製麵
包，只需要數小時的時間；但是買地蓋房屋，是需要
好幾年的時間，一般4至5年，賣樓花也得是買地後3年
的事。3年之後，誰能保障樓價依然上升不跌？

香港的樓價，很大程度會受利息高低的影響。目

前的利率是有史以來最低的，誰知道將來利率走
勢？目前的低利率環境是美國造成的。美國經濟不
景氣，明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聯儲局不敢隨意加
息，以免影響奧巴馬的選情。美國總統選舉後，超
低利率還能保持嗎？利率的上漲會不會壓低樓價，
導致今日高價買地的地產商將承受虧損的壓力，恐
怕要拭目以待。

每個人看別人賺錢總是認為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實
際上地產開發這個行業的風險是很大的，搞得不好隨
時破產。

今日高價買地，會推高補地價的叫價，會增加地產
商的開發成本，對地產商有什麼好處？更何況，地產
商也不知道政府會不會大幅增加土地供應？再過一年
多一點，香港將更換特首，新特首若一棒打殘房地產
市道，那就更糟糕，風險何其高！

公民黨操控官司狙擊港珠澳大橋環評，判決後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在報章刊登文章，聲

稱「港珠澳大橋判決令700萬人受惠」云云。然而，公民黨操控官司狙擊港珠澳大橋，單

是香港涉及分攤的大橋主體工程費就上漲近百億港元，700萬港人不分老幼貧富，平均每

人要無辜分擔1,428元。此外，還禍及約50項正進行環評的工程，導致香港經濟發展嚴重受

阻和天文數字的損失，700萬港人無辜承擔的損失難以估量。明明是「700萬人受害」，但

黎廣德卻反過來說「700萬人受惠」，如此彌天大謊，令人嘆為觀止！

「700萬人受害」怎能說成「700萬人受惠」？

■責任編輯：袁偉榮　

高價賣地不意味樓價只升不跌 曾淵滄博士

立會傾煙稅 7分鐘散會 克勤：國民教育理所當然

鄉議局將於下月1日在新大樓舉行正副主席選舉，
雖然主席劉皇發至今未正式表態是否競選連任，不

過元朗約、大埔約、南約的絕大部分鄉事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已表態支
持發叔，並於日前先後發表聯署信，要求發叔繼續連任，再接再厲，
帶領鄉議局服務鄉梓。

元朗約多位鄉事委員會主席昨日趁 鄉議局會議前夕，親自向發叔
遞交聯署支持信，信中表明，發叔的建樹和地位在新界無人能及，

「新界現在正是多事之秋，需要一個好似你一樣的人物來支撐整個局
面，希望你能打消退休念頭，繼續為新界人掌舵，為新界人謀福
祉」。

發叔說，他已收到大家的支持信，並感謝大家的支持和擁護。雖然
他未有最後決定，但他已接收到大家的好意，並一定會積極考慮繼續
為鄉議局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元朗鄉紳聯署促發叔留任

虛報社工釘牌半年
黃成智被拒續期

反對派接連有議員爆出負面新聞，被傳媒踢爆於08年參

選立法會期間，虛報其專業社工身份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黃成智，經社工註冊局紀律聆訊後，被裁定停牌半年，最近「停牌期滿」，又再被

社工註冊局拒絕續期。黃成智死撐稱，自己當時只是「一時失憶」，更點名批評華

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分會主席梁建雄日前向傳媒指「停牌幾耐對佢 講無咩意

思，反正佢唔係靠呢樣 搵食」的言論，聲言感到「政治打壓」。

鄉議局新大樓於上月2日舉行入伙儀
式，原定於本月24日舉行開幕典禮，不

過，由於工程質素未如理想，同時還希望國務委員劉延東
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前來主禮，時間難定，鄉議局決定把
典禮儀式向後推，在初步與各方聯絡後，把儀式押後至下
月29日舉行，務求令開幕典禮盡善盡美。

鄉議局早前去信劉延東和王光亞，邀請他們來港為新大
樓開幕主禮，令大樓開幕時間表亦發坊間的好奇心，紛紛
八卦劉延東和王光亞會否趁 回歸紀念日前後的時間訪問
香港，並出席新大樓的開幕典禮，共襄盛舉。

新大樓開幕典禮籌備工作召集人、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
昨日表示，他們需要更多時間去籌備海外和內地的嘉賓名
單，尤其國家領導人和中央部委官員工作都非常繁忙，鄉
議局目前仍在與他們「夾時間」，故未必能夠趕及在本月
24日前完成有關安排，而最後會否由王主任或更高層級的
國家領導人出席開幕典禮，仍是未知之數。

發叔自爆工程要執漏
除了嘉賓安排的問題外，新大樓有部分工程的質量問題

亦是一眾鄉紳的另一擔心目標，畢竟開幕是大事，總不能
用有工程問題的新大樓去接待四方賓客。鄉議局主席劉皇
發坦言，新大樓的工程質量現在未如理想，部分設施更有

「偷工減料」的情況，有新建的簷篷已出現漏水等問題，
這些都需要時間去處理和修補，故鄉議局於昨日通過，將
新大樓的開幕典禮延後至下月29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好事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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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區 政 府
「企硬」調高煙
草稅41.5%，以
期逐步達致控
煙目的，激起
煙 民 強 烈 反
彈，旋即引來
多個政黨高度
關注。自由黨
副主席、立法
會批發及零售
界議員方剛及

「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早前更在立法會動議，要求廢除增
加煙草稅的命令，惟廢令被否決，議員熱度亦相繼退減。立
法會昨日繼續審議增加煙草稅草案，更一度出現流會危機，
最終在立法會秘書處職員全力捉議員「班師回朝」後，會議
得以順利召開，但在無議員發言下，原訂歷時2小時的會議
在7分鐘內火速散會。

另會前，「稅債票償大聯盟」發起「增加煙稅No No No」
行動，並在立法會門外請願，呼籲支持調高煙草稅的公民黨
改變初衷，並再次向公民黨發出最後通牒，揚言該黨倘堅拒
轉 ，就要「稅債票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建議將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獨立

成科，反對派聲言此為「洗腦」計劃。
中五畢業已隨學校赴內地參訪的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克勤仔）認為，透
過事件的討論去加深學生對國家的認
識，或建構學生個人對某些事件的認知
及感受是一件好事：「這不是硬銷，而
是通過討論某事去了解、去感受，好過
夾硬灌輸意識形態。」

在福建出世，克勤仔兩歲跟父母為改
善生活而移居香港，當日留下兩個哥哥
居於鄉下，故自己不時都會回鄉探親。
他形容由過去「抬 幾袋紅白藍，搭成
日車」才回到鄉下，到今日幾小時就已
直達家鄉，可見內地的急速發展及生活
條件的改善。

籲反對派勿亂上綱
他並憶述，自己中五畢業後第一次

參加交流團到北京參觀交流，「兩晚
一日的火車由廣州去北京，是好難得
的體驗」：「到天安門廣場睇升旗，
去到時不開心，要3點幾起身，但睇完

升旗眼紅紅，好感動，是一種身為中
國人的自豪，也提升了我對國家的認
同。」

克勤仔又自爆小時已立志從政，參
加各種交流團只是加深、鞏固了自己
為國為港服務的決心：「做好自己的
本份，就已經是對國家對香港很大的
貢獻。」

因此，克勤寄語反對派毋庸凡事「上
綱上線」：「舉辦國民教育、課程、交
流團，不要樣樣從政治角度出發，而是
對學生有沒有幫助，有沒有得益，始終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贊同資助貧生遊學
就關愛基金建議資助貧困學生參加遊

學團，克勤仔直言「3,000蚊幾好使」，
建議學生若去內地既要參觀歷史名勝及
進行生活體驗，亦要與內地學生交流，
更可安排知名教授與學生對話：「第一
次去邊度都無所謂，近近 可去廣州，
都是一個好體驗，貴州的少數民族或福
建的平潭島發展，亦是好好的學習機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加深認識

是非不斷

■「稅債票償大聯盟」到立法會門外請願，並
再次向公民黨發出最後通牒，揚言堅拒轉 則
需「稅債票償」。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

■元朗約多位鄉事委員會主席親向發叔遞交聯署支持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草草收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