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立法會選舉
9 月 4 日(星期日)

A6

政府學校通力合作 依法遏「獨」防患未然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表示，如果有團體在校外
派發「港獨」傳單或向學生宣傳「港獨」，學校可
以向警方及分區教育主任尋求援助。津貼中學議會
主席林日豐則指，學校無法控制有人可能在校外派
宣傳「港獨」的單張，希望學生自行判斷單張內容
是否適合自己，或者由家長和學生討論。其實，阻
止「港獨」入侵校園，是教育界、辦學團體的主流
共識，而反「港獨」不能單由學校獨力承擔，政府
更要擔起更大責任，唯有政府、學校通力合作，校
內外雙管齊下依法遏「獨」，才能防患未然，切實
保護學生免受荼毒。
儘管政府、輿論一再重申，「港獨」違憲違法，
強調中小學校園沒有討論「港獨」的空間，但有
「港獨」激進組織對各方面的警告置若罔聞，一意
孤行要將「港獨」的禍水引向學校。目前，他們除
了計劃在開學日在校門外派發「港獨」傳單，更揚
言推動主張「港獨」的「政治啟蒙計劃」，引誘中
學生參與其中，圖令「港獨」思潮在校內外散播，
形成裹挾青年學生的勢力。新學年快將開始，「港
獨」入侵校園的威脅日益迫近，如何有效防「獨」
抗「獨」，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近日多個辦學團體表明不歡
迎在校內討論「港獨」，不希望校園政治化。寶血
會教育事務處向學校發出指引，要求不製造機會在
學校談論「港獨」，並把討論「港獨」等同於討論
自殺和打劫銀行的方法；另一辦學團體東華三院教
育科亦向 18 所中學發放指引，雖然無直接提及「港
獨」字眼，但就明確指出任何人士在校園推廣任何
政治訊息或主張均不恰當。經濟通及《晴報》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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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電子支付須趨利避害

聯合舉辦的民調顯示，多達 82%市民認同，若教師在
校內鼓吹「港獨」
，可取消其註冊教師資格。
事實清晰顯示，辦學團體、主流民意深明「港
獨」誤導學生、摧毀香港，危害極大；《教育規
例》亦列明，任何損害學生福利或教育的活動，均
不得在校舍內進行。因此，中小學校不應批准在校
內展開與「港獨」有關的活動，師生亦不應參與，
以保持校園純潔安寧。即使在校內的一些教學活動
中需要討論「港獨」，也要有明確的立場和原則，
就是通過討論引導學生明辨是非，認識「港獨」的
嚴重後果，樹立正面的國家民族觀，正確看待個
人、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學校、教師首先在校內加
強約束、正向引導，才能將「港獨」思潮止息於萌
芽狀態，不讓其在心智未熟的學生中埋下禍根，避
免「港獨」蔓延惡化。
在本港高度政治化的社會環境下，學校、教師盡
職盡責反對「港獨」入侵校園，將承受不小的壓
力，亟需政府施以援手。校外鼓吹、煽動「港獨」
的言行，包括在校門口派發「港獨」傳單，或已牽
涉違法行為，學校難以干預，警方依法作出制止責
無旁貸。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社會「大獨」不禁，
校園「小獨」難禁；社會「大獨」能禁，校園「小
獨」自止。「港獨」不僅違反基本法，也觸犯《刑
事罪行條例》及其他刑事罪行，政府必須坐言起
行，依法打擊社會上公然煽動「港獨」的個人和組
織，消除令「港獨」氾濫成災的土壤；教育局更應
向學校提供具體的指引及法律支援，以利學校名正
言順、理直氣壯地反對「港獨」入侵，保護莘莘學
子。

金管局昨日宣佈向 5 家儲值支付工具發
行人發出首批牌照，當中有港人熟悉的八
達通好易畀，亦有內地的支付寶、微信支
付等，年內亦會發出第二批的牌照。這些
電子錢包獲發牌經營，既標誌香港零售支
付發展進入新階段，有助推動本地相關業
務的創新及發展；亦對保障使用者權益提
出了更高要求。本港在電子支付應用上已
落後內地等地方，有必要在加強監管的前
提下加快發展，充分利用本港國際金融中
心的規管體系和經驗，汲取發展較快地區
的經驗教訓，趨利避害，爭取在電子支付
領域迎頭趕上。
近年，創新科技界埋怨本港在一些領域
發展滯後，電子支付就是其中最被詬病的
一個範疇。去年底，萬事達信用卡的報告
指出，電子錢包在內地的使用率是 62%，
而 在 香 港 只 有 區 區 14% 。 在 內 地 一 線 城
市，市民由投資理財、街頭買菜、搭的
士、發利是、夾錢吃飯甚至捐款都可用一
部手機辦妥的時候，大部分香港人仍然無
接觸過手機錢包。
香港早在 18 年前已經啟用「八達通」，
並曾經成為這一領域的國際典範。但在過
去十幾年全球各地銳意發展電子支付的時
候，香港卻呈龜速，是缺乏創新環境，抑
或是港人太守舊呢？事實上，在內地從事
電子錢包、互聯網支付行業的，不乏港人
參與，香港並非沒有人看到這個機遇。業

界分析，其中有市場固化，缺乏創新動力
的問題；也有政府態度上歡迎，相應政策
配合不足的問題。目前，全球各地對電子
支付趨之若鶩，丹麥政府甚至期望成為首
個「去現金化」的國家。科技的進步，周
邊的競爭，不容許我們再裹足不前。
當然，電子錢包作為一個新興事物，運
行過程中也的確是問題多多。根據內地網
站平台的調查，去年內地因為個人資訊泄
漏、詐騙等問題，損失約達 805 億人民幣，
而網絡詐騙更已形成驚人的地下產業鏈。
這些詐騙之所以容易得手，一是溝通方式
日益方便；二是支付方式的便捷化，一方
輕而易舉就可以將錢轉給另一方，稍不留
意，就會上當受騙。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支付方式的
發展上不可落後於人。創新事物的出現總
會伴生新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為有風險而
拒絕進步，重要的是要不斷加強監管，盡
量減低市民使用的風險。金管局早於 2013
年已公佈流動支付基建的顧問研究報告，
並提出相關法例修訂。不過，許多的監管
措施還未能落實，希望當局仔細研究，吸
取先進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教訓，在積極推
動的同時，加強對電子錢包的監管。政府
相關部門亦要加強宣傳教育，提醒市民不
要存放太多錢在電子錢包並保持警覺，而
營運商更應採取更多手段，致力保障客
戶，以贏取大眾的信任。

阿曾舉「鼎」 籲新界人支持
民建聯全線告急 克勤催大埔北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尚餘不足十天便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各候
選人繼續盡最大努力拉票。民建聯立法會區議會（第二）候選人、民建聯
副主席周浩鼎與該黨新界東候選人陳克勤，昨日齊齊在 facebook 專頁上載
告急短片，指整個民建聯的選情非常緊張，呼籲新界選民投票予兩人，一
起保住建制的力量。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阿曾）也拍片力撐周浩鼎，指立
法會正正需要像他這樣年輕及專業的人才。

周浩鼎及陳克勤在短片中齊齊呼籲選民投票。周
浩鼎說：「如果民建聯要贏，懇請大家一定要

出來投票！」他希望所有住新界區的朋友，投給
809 號周浩鼎團隊。陳克勤則表示，現時不單止周
浩鼎選情十萬火急，而是整個民建聯的選情都是非
常緊張，懇請所有住在大埔及北區民建聯支持者，
支持22號陳克勤。
兩人指，選民可以記着一個簡單口號「新界超級
投浩鼎，新東地區投克勤」，希望一起保住建制的
力量。周浩鼎之後再到荃灣街站向市民拉票，希望
該區市民除了一票投立法會新界西候選人民建聯陳
恒鑌（16號），也投給周浩鼎一票。
周浩鼎昨晚也在 facebook 上載另一個短片，成功
邀得民建聯重量級前輩曾鈺成為他打氣及拉票。片
首周浩鼎向曾鈺成表達憂慮，指最近留意到很多公
開民意調查，顯示其形勢大幅落後，選情十分險
峻，故他拜託曾鈺成幫忙呼籲市民支持他。
曾鈺成隨即大讚周浩鼎不單止年輕、有專業背
景，更有相當豐富的服務地區經驗，呼籲新界的選
民朋友支持周浩鼎加入立法會做議員。

知名認受不足 只能加倍努力
拉票工作排得滿滿的周浩鼎，近日在接受媒體訪
問時，也提到自己目前選請嚴峻：「（我）起床的
第一件事情是去街站，現在民調落後，只能加倍努
力。」他坦言，相比其他候選人及名單，他在知名
度與認受性方面都不及現任議員，目前一個重要的
工作是開足宣傳工具，提升自己在選民中的認知。
「我深知我目前處於很危險的情況。」周浩鼎說。
為此，在加強宣傳的同時，目前更重要的是落實民建
聯分區投票策略，即在香港島及九龍的選民集中投票
給李慧琼，整個新界區投票給周浩鼎。
周浩鼎總結道，不少支持者都向他反映，希望立
法會內有理性的聲音而少一點非理性的抗爭。他這
次參選提出了三大政綱 ，第一是維護「一國兩
制」，反對「自決」、「港獨」；第二是維護家庭
價值，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第三是反壟斷，反對
企業賺到盡，希望自己可以進入立法會，努力去維
護共同的價值，又表明自己進入議會的其中一個重
要工作，就是對抗拉布。

■周浩鼎成功邀得曾鈺成
為他打氣及拉票。

「勤」
實幹 救龜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建聯
立法會新界東候選人陳克勤及其團
隊，在守護動物權益方面一直「try
our best」。他昨日在 facebook 上載了
《實幹有成績－系列三》短片，介紹
自己去年領養因非法貿易被充公的印
度星龜，成功「救回龜命」的經歷
（見圖）。
去年，逾 700 隻印度星龜因為非法
貿易被充公，並送往嘉道理農場，但
農場未能全數收容，故挑選了較健康
的星龜經由漁農自然護理署，交予香

港兩棲及爬蟲協會作領養用途，藉此
減少星龜或被逼遭人道毀滅的數目。
陳克勤去年邀請香港兩棲及爬蟲協
會到立法會綜合大樓，為議員及有意
領養人士舉辦星龜護養班，藉此增加
他們對飼養星龜的知識，同時傳遞保
護及愛惜瀕危物種的正面訊息。黨友
李慧琼及鍾樹根也參加了星龜護養
班，並申請領養星龜。
片段由倖存的兩歲星龜「阿星」的
角度出發，「細訴」自己身世很慘，出
生不久便被「壞人」捉走走私，途中不

國興盼建制增席 無拉便無剪
■網台一連兩集訪問王國興，分享他每個反拉布噱頭
背後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拉布拖累香港
民生經濟進程，令人深惡痛絕。工聯會立法會「超級
區議會」候選人王國興在過去一屆的立法會上，曾說
過：「我將會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反拉布。」這一句
令他街知巷聞。總是以輕鬆手法表達反拉布，但王國
興在接受網媒訪問時就坦言自己實際上心情沉重，因
為拉布嚴重窒礙本港經濟及民生發展。由於上屆立法

會直選議席欠一席，建制派未能修改議事規則，要阻
止反對派拉布，唯有希望今屆能有更多建制派取得議
席，才能抗衡拉布：「這個就需要市民的幫手！」他
希望沒有拉布，也不再要「剪布」。
王國興憶述「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名句的來由時
說，反對派議員當時提出數千條議案修訂，意圖拖死
某條他們不願通過的草案。自己出於義憤，提出 24
小時、48 小時，甚至 72 小時連續開會解決該些修
訂。他坦言沒有想過該句說話因此瘋傳，只無奈說：
「這一句（名句）是被（反對派）逼出來的。」
由王國興創作的反拉布歌是數學洗腦歌《Side-Angle-Side》的「二次創作」，將歌詞改為「嘥嘥嘥、
嘥拉布」，憑歌寄意諷刺拉布議員。他指，反對派的
拉布行為除了浪費時間，也浪費金錢，當時計算出拉
布浪費了 27 億港元，適逢難得有中學生創作如此具
創意的歌，於是乘勢二次創作。
至於寫書法反拉布的背後，他指在拉布的情景下駁

家彪獲贈心意卡「打拚唯靠一雙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人窮志不
窮，只要堅持發奮，基層也有出頭天。工
聯會立法會新界東候選人鄧家彪昨日在其
facebook 上載一張圖片，是市民送上的心
意卡，卡上寫有打氣字句：「祝福爭氣出
頭的一天！」令他想起小時候已跟着媽媽
往泳池做清潔兼職，當時已明白「努力雙
手創」的道理，因此確信可用雙手團結大
家，集合彼此的力量，一起讓「祝福」變

成「真實」。
收到熱心支持者寄來的祝福，令鄧家
彪非常感動，也令他想起小時候媽媽帶着
他辛勤工作的回憶，因此學會要靠雙手努
力打拚。帖子引起不少網民迴響打氣，歐
陽海權說：「祝福彪哥展步上青雲，窮不
是問題，只要有毅力有恒心定可成材
（才）！我們一定支持你！」
鄧家彪前日又上載一段名為「無忘初

■周浩鼎（左）及陳
克勤雙雙上鏡。

嘴，等於是駁布，因此唯有寫大字以示不滿。

冀改善《消防安全例》重生
上屆立法會拉布令很多重要民生議案被拉死，令人
深感惋惜。王國興指如果成功當選，一定會盡力令上
屆很多胎死腹中的議案如規管私營骨灰龕、《醫生註
冊修訂條例草案》及改善《消防安全條例》等再次重
獲新生。
王國興最近擔綱宣傳微電影的「男主角」，被兩位
主持人問及片中他因何事「眼濕濕」。
他回應指原先只是去探班，當時沒有想過入鏡，但
導演突然問他與太太之間的相處，「結果一問之下就
感到非常感觸。」他指當時在工會工作薪水低微，生
活非常艱苦窮困，但太太願意陪他一起捱窮，當時他
更是一面考取大學學位、一面工作，根本忙得無暇理
會家庭，因此數十年以來太太一直默默支持，「沒有
她，（我）撐行不到今天。」

心」的陳年舊片，是他參選 2004 年立法
會九龍東選舉論壇的片段。他指看完舊片
段後，回憶不斷流轉，指 2004 年他持一
顆赤子之心進入工聯會，希望為工人爭
「工道」、為新一代打拚，如今 12 年的
歲月，回望過去，他仍然無忘初心，努力
爭取最低工資、欠薪刑事化、舉報層壓式
推銷及檢討大學留位費等。
他指雖然路仍很漫長嚴峻，但會繼續
盡 心 盡 力 ： 「 與 大 家 一 起 爭 氣 ！ Bill ■鄧家彪收到市民寫有打氣字句
up！」
的心意卡。

■阿星
阿星。
。
少「兄弟姐妹」病死，幸好到港後得到
愛護動物團體收留，更獲陳克勤安排活
動，呼籲熱心人士領養牠們，終於找到
好人家，希望市民支持他。片中「阿
星」非常精神，充滿食慾，相當可愛，
足見陳克勤的努力獲得回報。

路欄包膠防濺水
珮帆讚黨友創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包書膠的主要用途當然是
用來包裹書籍，但原來還有其
他用途。民建聯立法會新界東
候選人葛珮帆昨日在自己的
facebook 專頁上載一段短片，
顯示她和黨友、沙田區議員黃
冰芬介紹位於濱景花園附近包
了包書膠的路欄。
黃冰芬介紹說，因該處路面
■葛珮帆介紹包了包書 不平，在雨天有車經過時，雨
膠的路欄。
水會濺到路面，影響等候橫過
馬路的市民，她遂向路政署反映，路面補平工程也將展
開，惟在路面仍未修好之時，她希望能為街坊做多點
事，因此就有為路欄包包書膠的意念。葛珮帆則表示路
欄包書膠是黃冰芬及義工所包的，又補充指沙田區不少
路面有凹凸不平的情況，會繼續向路政署反映問題。

新界東候選名單：
陳克勤、葛珮帆、鄧家彪、容海恩、李梓敬、
林卓廷、鄭家富、方國珊、張超雄、范國威、
侯志強、楊岳橋、梁國雄、陳志全、麥嘉、
李偲嫣、廖添誠、陳云根、陳玉娥、黃琛喻、
梁金成、梁頌恆
區議會（第二）候選名單
李慧琼、周浩鼎、王國興、涂謹申、鄺俊宇、
關永業、梁耀忠、何啟明、陳琬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