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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黨譚駿賢豪派月餅涉賄選
3月公開表示參選 上月家訪送禮夾傳單

立法會昨日否決引用特權法調查「鉛水」事
件，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更批評反對派議員令
「鉛水」事件政治化。「鉛水」事件爆發以來，
政府迅速成立多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即時採
取補救措施，有關官員並承諾絕不會迴避問題，
將為此負起政治責任。但反對派議員不斷誇大事
件，刻意製造恐慌，更企圖引用特權法調查「鉛
水」事件，通過攻擊政府官員、抹黑建制派，為
即將展開的區議會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造勢，達
致撈選票目的。反對派企圖引用特權法查「鉛
水」事件，再次暴露其並非真心為市民服務，只
在乎謀取黨派政治私利。

「鉛水」事件引起本港社會高度關注，特區政府
及時反應，一方面向受影響的啟晴邨等屋邨居民提
供安全食水，盡量減低事件對居民生活影響；另一
方面，分別成立不同層次的調查委員會或小組，包
括委任由法官組成的獨立委員會進行調查，力求查
明真相、提出建議、追究責任。房委會公屋食水質
量控制問題檢討委員會已經初步找到「鉛水」問題
的成因，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政府就「鉛水」問
題的處理認真負責，初見成效。林鄭月娥司長更在
立法會明確表態，非常重視作為政治問責官員的責
任，有影響這麼多居民的事件發生，問責官員責無
旁貸，必須認真注視及處理問題。3個多月來，房屋
署、水務署、政府化驗所、衛生署、醫管局等部門
勞心勞力，為受影響的居民驗水、驗血、送水，提
供各種服務，反對派強加予官員的「態度散漫」、
「心術不正」、「諉過於人」等罪名完全是子虛烏
有。

反觀「鉛水」事件發展至今，反對派處心積慮的

政治計算處處可見。有媒體揭發，反對派議員早在
今年5月已驗出「鉛水」，但他們罔顧居民健康，
拖至 7 月初才公佈，被質疑是為了配合區議會選
舉。事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後，反對派如獲至寶，
不斷誇大事件影響，渲染全港「鉛水」無處不在，
公共屋邨、私人樓宇、醫院、學校無一倖免，一時
間人人自危，造成政府故意隱瞞問題、要市民「飲
毒水」和「中鉛毒」假象。經過檢驗證實，本港絕
大多數飲水符合世衛標準，市民健康亦不存在因飲
水而導致重大風險，反映反對派的炒作完全是別有
用心，唯恐天下不亂。

反對派更捉住「鉛水」事件對政府官員窮追猛
打，官員落區向市民解釋，遭到反對派議員辱罵，
多次逼官員飲用所謂「鉛水」；政府已經成立3個
分別由法官、專業人士組成的委員會調查事件，承
諾對事件進行不偏不倚、獨立的調查，反對派卻始
終「不收貨」，一味強求要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
根本是浪費公帑招術，真正目的並非是為了徹查事
件，而是要把立法會變成「政治法庭」，在立法會
公審官員，抹黑建制派，將自己塑造成為民請命的
英雄，為區選打「鉛水牌」，撈取政治資本。

此次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提出動用特權法調查「鉛
水」事件，將民生問題政治化，對受「鉛水」影響的
市民並無補益。社會各界應理性地看待「鉛水」事
件，看清一些人打着關注民生的幌子，將「鉛水」事
件政治化，給香港添煩添亂的圖謀。市民完全擁有監
察督促政府查找「鉛水」原因以絕後患的權力，但要
小心有人將事件政治化，不要被人誤導。

（相關新聞刊A2版）

拒絕「鉛水」政治化 免淪政爭工具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昨日宣佈，從今年11月1

日起業內工人將平均加薪10.3%。這是該行業
工人連續第八年加薪，不僅暴露出業內人手
短缺等老問題，也將引入外勞討論再次擺到
公眾面前。隨着多項大型基建陸續動工，加
上大量建屋項目，進入高峰期的香港建造業
出現人手短缺問題已非一日，導致工人薪酬
大幅上升，建築成本日益攀升，增加了營商
成本和市民置業負擔。鑒此，社會輿論普遍
建議，一方面要加強建造業的職業培訓，提
高行內水準，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另一方
面，可有計劃輸入一定數量的外地勞工，雙
管齊下緩解業內人手不足現狀，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建築成本，減輕社會和市民負擔。

近年來，特區政府推出多項大型公共工程
和推出強制驗樓、驗窗和斜坡維修計劃。同
時，也有不少私人樓宇正在動工興建，令本
港對建造業工人需求強勁，薪酬隨之攀升。
據了解，今年全港20萬名建造業工人將獲平
均加薪約一成，當中 9 個工種加幅達雙位數
字，搭棚紮鐵等部分工種日薪達1600至2000
元。工友們長期在地盤工作，日曬雨淋，相
當辛苦，他們在趕工的高峰期，得到相應的
高收入，是他們血與汗換來的應得回報。不
過，由於人工成本的大幅上升，連帶建築成
本也不斷增加，一些大型基建項目，完工期
如推後一兩年，所增加的成本就數以十億
計，其中有原材料漲價因素，更有人工成本
不斷飆升所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建造業
內還欠8000至1萬名工人，而本港33.7萬註冊

工人中，約一半人超過 55 歲，他們在未來 5
年會陸續退休，急需人手補充。

面對這樣的情況，政府有關方面有需要與
業界加強溝通協調，共同解決建造業人手嚴
重不足問題。一方面，政府應通過職業訓練
局等機構，加強業內的職業培訓和吸引更多
年輕人入行。現時，建造業多個工種，包括
模板、紮鐵、搭棚、金屬棚架、 平水和混凝
土工等等，都急需新人補充，職業訓練局可
有針對性的多辦這些訓練班，提高技能並吸
引新人。業內也應借鑒建築行業的科研成
果，提高科技含量，盡量用機械等手段，減
輕勞動強度。另一方面，由於培訓需時，加
上過往經驗證明，香港年輕人大多不願從事
建造業，即使經過培訓，也有約四成人最後
都沒有入行，令遠水難解近渴。輸入外勞問
題不應久拖不決，政府應與業界協商，探討
適當輸入一定數額外地勞工的可行性，確保
業內有足夠的人手，以避免重大工程延誤，
以及影響計劃之中的房屋落成數量。

當然，輸入外勞問題較為複雜，牽涉到多方
面利益，不排除會有一些人出來反對。但從香
港社會整體和長遠發展利益來看，在建造業高
峰階段，適當輸入外勞看來勢在必行。唯有以
上述雙管齊下的方式，才能從根本上紓緩本港
建造業人手短缺難題，從而在成本可控基礎
上，令香港的基建工程順利完工，更多的房屋
如期落成，為香港社會的持續繁榮穩定奠下堅
實基礎。

（相關新聞刊A9版）

雙管齊下紓緩建造業人手短缺

陳雲生近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踢爆，譚駿賢於上
月以家訪為名，挨家挨戶向街坊送贈一盒價值

約168元的雙黃白蓮蓉月餅。然而，譚駿賢早於今年
3月25日已公開表示會參選今年區議會選舉，他質疑
對方有意出選又在選舉前夕派餅，拉票的企圖明顯
不過，不可能不列作選舉活動，甚至可能涉及賄
選。

陳雲生批反對派顛倒黑白
陳雲生續說，事件雖對選情有影響，但他相信市

民眼睛是雪亮的，又批評個別反對派中人近年派餅
活動越來越頻密，雖可辯稱是恒常性活動，但顯然
是「知法犯法」，「如果有人派發月餅，其涉及的
分量及價值顯然超越恒常服務，就有賄選之嫌。」
他又批評，反對派經常聲稱建制派以「蛇齋餅糭」
「收買」選民，但將這手法當作慣常伎倆的，是反
對派中人才對。

譚駿賢：未報名就唔計經費
名牌月餅價值不菲，月餅成本、運輸費、人手支

出合起來，分分鐘超越區議會選舉經費上限63,100
港元，而在9月上旬臨近選舉期仍然不避嫌豪派月
餅，更可能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譚駿賢在回覆本報查詢時稱，他近兩年都有
派餅，「有做開，今年如常派發。」「當時（9月
上旬派月餅時）未報名，冇公佈參選，月餅費唔使
計入選舉經費。」
針對或違法的指控，譚駿賢則稱，「部門（廉政

公署）會處理，我絕對冇（賄選）呢個意思，我冇
同街坊提過選舉。」他又承認派餅時確有連同其個
人單張一起派發，但否認是試圖影響選民的投票
意向，「單張只係通知街坊廁所渠務進展，同埋提
返長者80歲『（生果金）出雙糧』，和選舉無
關。」

辯稱冇正式講參選 卸責記者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在選舉的提名期結
束前的任何時間曾公開宣佈有意
參選者，都會被視為候選人。本
報記者翻查報章報道，譚駿賢早
於3月24日已公開表示有意參
選。本港有5份報章於翌日報道
工黨的區選部署，工黨指會派出
12人迎戰，譚駿賢當時稱有意參選屯門友愛北，更
稱現任區議員民建聯陳雲生在他小時候讀書時，已
擔任區議員，他期望擊敗陳雲生「創番新氣象」。
不過，他向本報否認3月25日就要開始計選舉經
費，又稱「嗰個係記者詮釋，我冇正式講參選。」
屯門友愛北選區參選人除陳雲生及譚駿賢外，還

有「友愛安定民生發展同盟」的林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涉嫌賄選的醜聞一浪接一浪。繼本報日前揭發與民主黨

關係密切的彩虹選區參選人梁達波，及民主黨池彩參選人胡志健大排筵席款待街坊，懷疑觸犯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後，屯門友愛北也出現疑似賄選情況。民建聯屯門區議員陳雲

生近日向本報投訴，指其今年區的對手、參選友愛北的工黨副主席譚駿賢在今年3月已向外透露

會參選區議會，惟在選舉前夕仍送贈一人一盒價值168港元的月餅，涉嫌賄選。他批評，反對派

慣用「蛇齋餅糭」收買人心，對堅持廉潔守法的參選人不公平。譚駿賢則否認有賄選意圖，又稱

可將事件交由有關部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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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小西灣選區爆
出賄選疑雲。該區參選
人、柴灣區街坊福利會
理事長朱日安，被投訴
涉嫌在宣傳單張上向該
選區市民發放有關派
「免費飯盒」訊息，有
賄選之嫌。有市民昨日
到廉政公署舉報朱疑涉
賄選。本報其後嘗試聯
絡朱日安等了解情況，
但有關人等閃閃縮縮，
多番迴避追問。該區另
一參選人、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王國興指，所有參選人都應該保持廉潔，以
維繫公平、公正的選舉精神。
住在小西灣選區的張先生昨日到廉署投訴，指朱日
安在本月7日報名參選後，仍在其宣傳單張上印有
「開展免費派發愛心飯盒服務」，其中列明行動的時
間、地點等詳情，單張的面積更「比他未參選前印大
咗一倍」。他懷疑朱日安的行為已涉嫌違反了《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第十一條，即「在選舉
中賄賂選民或其他人的舞弊行為」及第十二條「在選
舉中向他人提供茶點或娛樂的舞弊行為」。

「禁區」貼海報疑以權謀私
他並投訴，朱日安是該區瑞泰樓的互助委員會主

席，卻涉嫌利用「宣傳禁區」的大廈互委會佈告板
張貼其競選海報，故他懷疑朱「以權謀私」。他又
指朱日安運用柴灣區街坊福利會的小西灣服務中心
辦事處張貼競選海報，但由於有關的中心是非牟利
的社福、慈善用途，故不應用作宣傳選舉之用。
不過，張先生其後轉述廉署職員的言論指，署方

不接納有關投訴，因目前並無實際證據顯示朱日安
在報名參選期間進行有關派飯活動，加上柴灣區街
坊福利會早於約一年前已進行此恒常活動，「做開
可繼續做，只要非在參選期間便可以了」，又稱宣
傳單張「印到A4 Size都無問題」。

記者查詢被罵「玩嘢」
被人質疑涉嫌賄選的朱日安在事件曝光後一直閃

閃縮縮，多番迴避記者。本報記者曾按有關海報上
的電話問及「派飯服務」時，隨即被電話中人大聲
喝罵：「咪玩嘢啦！」其後，記者多次致電朱日安
本人，惟截稿前仍未收到他的回覆。
本報記者又致電其所屬的柴灣街坊福利會查詢及尋

找朱日安，電話中的女子稱：「請你用第二啲途徑搵
佢」，其後被多番追問後，她只稱：「我們好忙」，
之後又再被追問時就回應道：「你直接找他本人

吧！」最後，記者再追問其電話後，她僅稱「無可奉告」便掛線。

王國興批手法不當應究責
王國興在接受本報查詢時指，參選人在競選期間應保持廉潔公

正，「如果你派飯，選民又不知情，收咗你啲野，一陣誤墮受賄
陷阱，無辜中招，墮入法網。」他認為，若朱疑運用非牟利機構
宣傳「將市民擺上枱，連累他人，就唔好了」。
他又認為朱日安涉用互助委員會的告示板宣傳實屬不當，民政

事務署應向朱追究責任。對於朱疑在其個人社交網站上自稱於
「工聯會」工作一事，王國興擔心市民因而受騙。他呼籲，所有
參選人應嚴格按照法例，遵守有關選舉法例，維持選舉的廉潔，
維繫香港廉潔公正的精神。
已報名參選小西灣區的還包括「人民力量」的譚得志（「快

咇」）。

■舉報人張先生指朱日安
涉「以權謀私」，於「禁
區」內貼宣傳海報。

王坤言論遭惡搞抹黑建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臨近區議員選舉，

不時出現攻擊建制派的抹黑創作。公屋聯會主席王
坤近日不幸成為惡搞對象，遭別有用心者改圖，竄
改聯會網站刊登的「主席的話」，變成呼籲公屋居
民用選票，將建制派議員逐出區議會云。有關「創
作」除了上載到網上，甚至被列印出來，再鬼祟放
進屋邨信箱。王坤昨日向本報澄清並批評有關人等
在區選期間「搞小動作」，明顯叵心可測，相信市
民眼睛雪亮可區分惡意中傷。
近日網上流傳一張被惡搞的公屋聯會網頁截
圖，將王坤的「主席的話」改至面目全非，內容
由介紹聯會的背景及使命，變成政治抹黑，聲稱
多個建制陣營使「政改大敗，葬送了700萬個香港
人的普選，辜負了13億中國人的期望！」呼籲全
港公屋居民用選票將建制派議員逐出區議會，以
至緊接的立法會選舉。文末保留了王坤的簽名，
容易使人誤會此為王的政見。

調查揭反對派惡搞其他媒體
經過本報追查，發現該截圖來自一個名為

「2015/16 民建聯/工聯會票債票償」的臉書專
頁，王坤肖像更被用作為封面照片。
該專頁又上載一段由網媒「港人港地」為王坤拍
攝一段24秒的短片，不過卻遭惡搞字幕，片中王坤
提及，「如果他們反對這次政改通過，我就會發動
所有公屋街坊，及我認識的人，將他們踢出議
會。」片中的字幕卻在他們兩字旁邊加上括號，寫
上「保皇黨」，意圖混淆視線。同時，專頁有多個
帖子針對建制派議員，也不乏網民推波助瀾。

王坤：信市民不會被誤導
王坤早前為支持政改通過，聲言發動公屋戶踢

反對政改者出議會，相信因此招致惡搞。王坤昨
日在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早於10天前先後接獲

兩個屋邨的街坊告知，指信箱收到與他相關的惡
搞傳單。他質疑，如今正值區選，估計這些只是
抹黑手法，又重申支持政改通過的立場不變，又
批評有人借題發揮。
王坤續指，對方擅用其肖像，再冒名竄改其網

頁內容，屬於刑事罪行，指初時打算報警，或通
知選舉事務委員會跟進，但細想之下，恐怕此舉
猶如助惡人宣傳，雖然深感無可奈何，但不打算
投訴。他又指清者自清，深信群眾的眼晴雪亮，
認為事件自然會淡忘，大家不會「中招」。

◀區內的李卓人辦事處早前亦向長者大
派月餅。 讀者供圖

▲區選臨近，工黨主席李卓人仍然貼海
報派月餅，涉嫌賄選，誘選民投票給副
主席譚駿賢。 讀者供圖

■陳雲生批譚駿賢豪派月
餅涉嫌賄選。 資料圖片

■公屋聯會網站遭竄改，其「主席的話」變成呼
籲將建制派議員逐出區議會。 網上截圖

■譚駿賢
譚駿賢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