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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下周復會將改選各委員會
正、副主席，反對派拒絕建制派伸出
的橄欖枝，不願意協調，決定要向建
制派「全面開戰」爭奪位置，表明不
再任由建制派「為所欲為」。上個立
法年度反對派搞「偷襲」，破壞傳統
和規矩，奪取人事編制及工務小組主

席。如今建制派重整秩序，反對派明知心虛理虧，於
是惡人先告狀，輸打贏要，企圖顛倒是非，再搶佔立

法會話事權，繼續反中亂港。
上個立法年度，反對派推翻與建制派協調分配各委

員會正副主席職位的慣例，不守承諾，在最後一天採
取突襲的方式，奪取人事編制及工務小組主席，佔據
立法會的「重要制高點」，為其後的拉布行動大開方
便之門。按照規矩，建制派可以申請增補加入有關委
員會，但是申請都遭到反對派的阻撓，在建制派解釋
申請原因時，更受盡反對派的侮辱，最後一個建制派
議員都沒有能夠增補。反對派的醜惡嘴臉，暴露無

遺，大家記憶猶新。
上一立法年度，在反對派拉布下，幾乎癱瘓了財政

預算撥款，嚴重窒息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更再
度否決了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全港市民的福祉都受
到嚴重損害。反對派議員玩弄手中權力，騎在港人頭
上作威作福，立法會成為他們禍港亂港的表演舞台，
凡是有利於港人利益的政策、措施，反對派都要阻
攔，都要破壞。
為了維護700萬港人的福祉，建制派今年決定要奪

回財委會主席及其他專責小組委員會的重要職位，防
止反對派在新立法年度繼續拉布，是天公地道、理所
當然。建制派也願意放出多個位置讓反對派擔任。但
是，狼又怎會不嗜血。反對派食過番尋味，一定要繼

續拉布，繼續搞亂香港。反對派擔心，如果控制不到
財委會，就是他們的失敗。與其失敗，倒不如玉石俱
焚，和建制派通過投票的方式，爭奪所有的立法會委
員會的正副主席位置。
劉慧卿一早揚言，「已有心理準備不會獲得任何位

置」。這是「青皮」撒賴的手法。投票之後，一無所
有，反對派不是願賭服輸，而是說建制派囊括所有職
務，一個位置也不留給他們。於是，他們更有大條道
理，處處對抗，處處破壞。這是栽贓嫁禍的手法，是
賊喊捉賊。明明是建制派提出協商，作出讓步，預留
職位給反對派，他們不要，選擇「選票決高下」，卻
又擺明不接受結果。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輸打贏
要，輸了就「發爛渣」，這和無賴有何區別？

反對派輸打贏要搶攻立法會要職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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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分別派出五名成員出選港島東區以及兩名成
員出戰南區，而陳家洛就「空降」海怡東，硬撼由
「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牽頭成立的「海怡關注
組」。袁彌明早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陳家洛退
出，又指陳家洛是「大埔人」，更翻舊賬稱公民黨也
曾派出現為立法會議員的郭榮鏗空降，結果大比數落
敗。陳家洛則擺選民上枱，聲稱自己退出的話只會對
選民不公道云云。陳家洛堅拒退讓，「人力」與公民
黨內訌勢必更趨白熱化。

內訌互插更趨白熱化
「傘兵」與傳統反對派在區選中出現「撞區」的選

區有14個。其中，民主黨要面對多個「傘後組織」撞
區「鎅票」，包括與「北區動源」日前更已談判失
敗，令該黨被「鎅」選區可能增至最少9個。此外，民
主黨亦有兩區將受到「熱血公民」狙擊。民主黨與

「傘兵部隊」衝突加劇，「青年新政」揚言玉石俱焚
也不相讓，「北區動源」反指民主黨陳旭明才是「空
降」。民協亦至少有兩區與「傘兵」撞區。反對派空
降爭位醜態百出，為「撞區」互插，是典型的各懷鬼
胎，同牀異夢。

明年立法會選舉要參選超級議席，必須先在區選中
贏出。目前欲出戰超級議席的反對派人選，包括公民
黨陳家洛、民主黨何俊仁及民協馮檢基等。陳家洛已
與袁彌明「鬼打鬼」，馮檢基則與他的徒弟黃仲棋
「狹路相逢」，何俊仁亦受到「熱血公民」成員鄭松
泰狙擊。反對派為爭奪超級議席狗咬狗，淪為市民笑
柄。

專責為反對派在今屆區選作協調的「民主動力」聲
稱，去年「雨傘行動」後催生一群「傘兵」，今年紛
紛空降參選，儘管部分計劃在大區參選的「傘兵」願
意協調，但仍有部分「傘兵」說不，因而成為「民主

動力」眼中的「假傘兵」，質疑這些拒絕協調的人是
「鬼」，目的是攤薄反對派票源。「民主動力」因此
公佈「Q嘜認證」，藉此「核實」參選者的「同路人」
資格。這實際是黨同伐異的伎倆，試圖標籤「傘兵」
為「分裂民主力量」的「內鬼」，這反映反對派因
「撞區搶位」不斷「鬼打鬼」。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無視區議員服務市民的本質，聲
稱出任區議員意味着有機會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所
以不能忽略區議員政治功能云云。他又聲稱區選與未
來特首選舉及重大政治事件相扣，抹黑剛過去的政
改，誣衊特區政府是通過區議會「製造民意」，選民
「不能輕視」云云。梁家傑的話，暴露反對派平時不
做地區工作，到選舉就炒作政爭議題，企圖將區議會
選舉政治化。

「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
民主黨以「為香港搏盡」為區選口號，創黨主席李

柱銘聲稱該口號非常好，因為香港核心價值正逐年減
少，民主黨要為香港、核心價值及民主博到盡云云。
但經過「佔中」特別是反對派議員否決2017年特首普

選方案，反對派所謂要為香
港、核心價值及民主博到盡的
虛假口號已不管用，更無法說
服選民支持他們的所謂「真普
選」。

「傘兵」的所謂「本土議題」，其實就是在各區滋
事，肆意衝擊商場店舖，挑動街頭衝擊，野蠻無禮，
欺凌弱小，驅趕及辱罵內地旅客，挑撥兩地矛盾升
溫，損害香港聲譽。這些無法無天的惡行，主流民意
極之厭棄。企圖搶奪區議會議席的「傘兵部隊」，滿
以為他們的非法行徑可以贏得選民認同，但其實是自
己倒自己米。

反對派「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而此次區
選他們抱住不放的政爭議題，仍然無法改變區議員
為地區民生事務服務的本質。 重民生重服務仍是
今年區議會選舉的主題，有能力、有誠意服務居民
的建制派參選人，自然會受到選民歡迎。而反對派
參選人不做好地區工作，空喊政治口號，不做實事
圖將區選政治化，不受選民歡迎也是自然合理的
事。

反對派空降爭位醜態百出 不做實事圖將區選政治化
2015年區議會選舉提名期已經展開，反對派空降爭位，內鬥加劇，醜態百出。反對派平

時不做地區工作，到選舉時就炒作政爭議題，圖將區選政治化，注定不受歡迎。

惡搞專頁涉冒警
狂言使命「滅香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特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
（美國東岸時間10月6日）繼續
訪問紐約，並於同日轉到華盛
頓，出席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
辦事處舉辦的酒會。曾俊華在酒
會上強調，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
金融中心及世界最主要的離岸人
民幣中心，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國際
上七成人民幣結算都經由香港處
理，香港人民幣結算系統有能力
應付有關的需求，「香港仍然是

唯一的地方，結合全球優勢和中國優勢於一地。」
曾俊華昨日上午與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William Dudley會

面，討論了美國的貨幣政策及新興市場的經濟展望，並到紐約
證券交易所與交易所總裁Thomas Farley舉行會議，雙方各自介
紹了兩地股票市場的最新發展。同日，曾俊華轉到華盛頓，與
傳統基金會主席德敏特會面，向他介紹香港營商環境及經濟發
展，特別是在國家「一帶一路」策略下的龐大商機。

向美商介紹港金融「雙優勢」
傍晚，曾俊華出席了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舉辦的酒

會，向美國商界介紹香港經濟及金融最新面貌。他在會上發言
時表示，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及世界最主要的離岸人
民幣中心，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們
（香港）仍是唯一的地方，結合全球優勢和中國優勢於一地。
根據最新報告，人民幣已經取代日圓成為全球第四大支付貨
幣。現時國際上7成的人民幣結算都經由香港處理。香港的人民
幣結算系統有能力應付有關的需求。」
曾俊華今日（美國東岸時間10月7日）會繼續在華盛頓的訪

問行程，與美國高層官員和商界領袖會面。

財爺華盛頓推「一帶一路」

旺角商業活動發達，光害
問題嚴重，困擾社區居民。
其中，旺角新世紀廣場太子
道西門口，近期設置大型廣

告招牌，刺眼強光全日長開，附近居民苦不堪言。油
尖旺區議員、旺角區居民協會主席黃建新昨日巡視情
況，認為政府應加強規管招牌，商業機構亦有社會責
任減少社區影響。他將密切光害情況，約見有關部門
和機構反映問題，為民發聲。
黃建新昨日收到居民投訴，指新世紀廣場近太子道

西和園圃街交界的門口，約半個月前裝修後，加裝了
大型招牌和LED廣告招牌，樓高兩至三層。居民指強
光24小時全開，非常刺眼，居民作息深受影響，苦不
堪言。黃建新在場視察時，更發現可能分散駕駛者視
線，危害道路使用者安全。
他認為，光害污染問題一直是旺角社區關注焦點，居

民需理解廣告招牌有商業考慮，但如已過營業時間，便
應關掉或減弱光源，這既可避免影響民居，亦能節省能
源。他說，居民在該處避無可避，議員有責任及早發聲，
他將向環保署和有關商場反映問題，務求晚上11時後關
燈，急市民所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曾俊華在香港駐華盛頓經
濟貿易辦事處舉辦的酒會上
致辭。

■■黃建新黃建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項調查顯示，香
港特區政府整體滿意度上升，各主要問責官員評分
悉數錄得上升。其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評分更升
至任內新高，反映其最近工作表現獲市民認同。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則繼續成為12位局長中評分
最高。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2日至6日進行「市民對特區

政府及主要問責官員滿意度評分調查（2015年10
月）」，成功訪問了1,085名18歲或以上市民，讓
受訪者對特區政府及主要問責官員的滿意度進行評
分，1分為非常不滿意，2分為不滿意，3分為一

般，4分為滿意，5分為非常滿意。

「提升醫療服務質素」評分最高
昨日公佈的調查結果發現，特區政府整體滿意度

上升，得2.19分，升0.06分。在特區政府的五項表
現中，評分最高的是「提升醫療服務質素」（2.59
分，上升0.17分），評分最低的是「紓緩房屋問
題」（2.08分，上升0.02分）；而評分變化最大的
則是「提升醫療服務質素」（升0.17分）。
各司長表現方面，曾俊華評分升0.25分，得3.38分，

繼續排在第一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評分升0.11分，

得2.91分，繼續排在第二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的評
分亦錄得0.1分的升幅，得2.5分，繼續排在第三位。
政策局長方面，評分最高的繼續是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3.5分，升0.17分），評分最低的則是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2.04分，+0.08分）。調查
又發現，15位被評分的主要問責官員評分悉數上
升，當中升幅最大的是曾俊華，評分升至其任內新
高，反映其最近的工作表現獲得不少市民認同。
研究協會負責人昨日指，調查結果反映市民對問

責官員的工作表現評價較前高，但受訪者對特區政
府各項表現評分皆不足3分，反映政府的工作效能
仍未能獲得市民普遍認同，呼籲特區政府及各問責
官員，時刻關注民意走勢及社會動向，加強與市民
溝通，提升施政水平。

政府及問責官評分齊升

「香港警察」面書專頁日前開通，受到
廣泛關注。一個涉嫌假冒警方的面

書專頁亦於日前出現。該名為「正宗香港警
察」的專頁，與警方專頁的英文譯名同為
「HONG KONG POLICE」，均選用警徽
作為用戶圖片，並於本月5日成立，容易令
人「信以為真」。該冒牌專頁的簡介自稱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香港分局 中國人
民警察（香港）官方專頁」，更狂言目的為
「毀滅香江 使命必達」。

警方專頁籲市民「唔好like錯」
假冒警方專頁的多條帖子內容以一問一
答形式呈現，內容涉及侮辱警務人員，也
有不少網民留言推波助瀾。該網頁至今有
近6,000個讚好。警方專頁早前曾經出過
帖子，登出「正宗香港警察」專頁的截
圖，表示正牌警方專頁有藍剔認證，呼籲
市民「唔好like錯」。

無先例可循 入罪可能不高
大律師龔靜儀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
示，該假冒專頁是否觸犯「冒充公職人

員」，存在灰色地帶。她解釋，該網頁提
到的「歡迎來到香港警察官方主頁」，涉
及虛假聲明，但由於不涉及金錢目的或鼓
動群眾達到某一種目的，加上香港法例目
前無先例可循，故此即使警方落案起訴，
但估計成功入罪的可能性不高。
大律師廖元聰在接受本報訪問則表示，

由於該網頁「沒有一個人直接冒認為警務
人員」，故難以用「冒充公職人員」作出
起訴。他又舉例，近年有不少銀行網站遭
冒名，不過銀行僅發出聲明，提醒市民小
心留意。他又認為，網站或屬於諷刺時
弊，可以一笑置之。
警方發言人昨日在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

會了解事件，並視乎個別情況，包括涉事
專頁的意圖及實際行為，如發現任何違法
行為，定會依法跟進調查。發言人又指，
市民如對警務人員的身份有任何疑問，可
聯絡警方。
根據香港法例的《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二二八章第二十二條「假冒公職人員或
假裝能影響公職人員」罪，最高可判罰款
1,000元或監禁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了拓展網上

交流平台，警方推出facebook（面書）專頁「香

港警察」，卻遇上好事之徒惡搞，另設名為「正

宗香港警察」的涉嫌假冒版本，有帖子更聲稱

「歡迎大家來到香港警察的官方主頁」，以警

方發言人身份自居，又指其地址位於灣仔的警

察總部，涉嫌冒警。大律師龔靜儀昨日在接受

本報訪問時表示，雖然警方可以起訴該假冒專

頁觸犯「冒警罪」，惟本港無先例可循，加上

專頁不涉及金錢目的，或鼓動群眾達到某一目

的，成功檢控機會不大。警方發言人則在回覆

本報查詢指會了解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日
前開通的「香港警察」facebook
（面書）專頁，至今吸引逾3.7萬
個讚好、7萬個留言。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昨日表示曾瀏覽專頁，發
現獲大量讚好，認為已經踏出很
好的一步。他又指，警方開通專
頁的目標清楚，是要增加與市民
交流的渠道，並希望及時將訊息
循新渠道發放。他又提到，上月
接獲涉及電話騙案的報案數字大
幅下跌至43宗，較高峰期的每月
800宗大減。
早前電話騙案襲港，導致大批巿

民受錢財損失。黎棟國相信，相關
滅罪宣傳已起作用，讓廣泛巿民認
識切身的問題，又以近期警隊新開
設的專頁為例，指警方可以發放信
息，市民亦可以在專頁留言，增加
了相互溝通的渠道。他又說，警方

早前公佈開通專頁時，已經非常清
楚處理溝通的準則，相信警方能夠
和市民良好溝通，及妥善處理網民
的留言。
另外，專頁面對有網民追問個

別案件的調查進度，專頁昨日就
上載「許Sir」片段回應指，面書
不適合討論案件的進度。他又
指，任何粗言穢語、涉及暴力、
威脅、欺凌、騷擾、辱罵、侮
辱、非法活動或廣告，留言都會
被刪除。
黎棟國昨日率領由5個紀律部隊代

表組成，共120人的文化交流團訪問
北京。他表示，香港回歸中國後多
了合作空間，香港不定期組織類似
活動，今次已經是第四次，目的是
令同事了解內地最新發展，並與內
地對口部門面對面交談，增加交流
及加深了解雙方業務。

黎棟國：專頁like多踏很好一步
■假冒警方專頁「正宗香港警察」，幾可亂真。 網上截圖 ■該假冒專頁明目張膽冒警。 網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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