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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從訟黨輕業界 郭榮鏗挨批
文理明盼為法律界發聲 轟郭漠視兩會版權例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法治是香港重要的基石，但過去幾年在反對派煽動下受到不少衝
擊，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在此事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更為重要。法律界立法會候選人、香港律師會大中
華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文理明，昨日在選舉論壇上批評現任議員、公民黨的郭榮鏗受政黨綑綁，過
去 4 年不但只着重政治方面的工作，更不聽業界意見，只聽從黨的指示投票，特別是在版權修訂條
例一事上：郭榮鏗聲言支持改革條例，但最終拉倒修訂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文理明強調，自己希望
進入議會，是為了重拾理性，為業界發聲，並希望得到業界支持。

今屆法律界兩名候選人在昨日的選舉論
壇上，辯論不同的法律議題，火花不

斷。文理明在發言時表示，現時社會撕裂，
很多人都是為了自己的立場做事，而不是確
實為香港好而做事，包括法律界現時的代議
士郭榮鏗，受到政黨綑綁，其過往的業績已
反映他只着重政治方面的工作，很少為業界
工作。她強調，自己進入立法會是為了重拾
理性，為業界發聲，爭取更多的商機。

港版權條例落後國際10年

在問答環節中，文理明質問郭榮鏗為何不
聽業界意見，尤其是在版權修訂條例一事
上，業界代表大律師公會以及律師會均發表
立場書支持修訂條例通過，因為現時的版權
條例已經比其他國際城市落後 10 年，但修
訂條例最終在郭榮鏗參與其他反對派議員的
拉布下，未能成功表決。

郭榮鏗回應自相矛盾
郭榮鏗在回應時自相矛盾，先聲稱自己
「不同意律師會同大律師公會喺呢方面政策

上嘅立場」，但又認為香港的版權法應該
「更公平、更開放」， 又稱自己有份提出
的修正案可以追上國際潮流云云。文理明隨
即反問他為何不先通過後修正案，「草案入
面已經有好多豁免，點解你哋要拎到最大嘅
豁免呢？點解唔可以慢慢做呢？」
郭榮鏗辯稱，該修訂是「唯一一次改革
機會」，「點解香港人唔可以做到最好
呢？」
郭榮鏗在提問時，稱選舉主任沒有權力
「阻止」獲提名人參選立法會，文理明反駁

■文理明（右）批評現任議員、公民黨的郭榮鏗受政黨綑綁。
指，選舉主任是有權決定有關人士的提名表
格是否符合相關法例，而即使相關人等已簽
署提名表格內的聲明書及新增的確認書，選

now新聞台

舉主任也有權不接受「假嘅聲明書」，又強
調倘有人不滿選舉主任的權限，應交由法院
決定。

避談「公帑追女仔」 梁繼昌「遊花園」

扯上周永勤 圖轉移視線
在論壇結束接受傳媒採訪時，梁繼昌第三度被直問
「是否有婚外情」，梁繼昌僅回應稱，「我係冇補
充，我已經回應咗了。我哋在選舉論壇上，應該集中
講候選人政策、從政經驗和理念。」
他又企圖轉移視線，扯到最近自由黨周永勤退出新
界西直選一事，稱「另外最近周永勤先生被恐嚇事
件，讓原本質素很好的選舉受到黑勢力纏繞，咁我係
答咗了，唔該」。記者繼續追問，梁繼昌就稱自己
「冇補充亦冇回應」，隨即離開會場。

■梁美芬團隊成員把歌曲拍成 MV，今日上載到
facebook，讓大家免費欣賞。
繼上屆立法會選舉 RAP
出一首《快樂西九》、今
年農曆新年三次創作出
《真能夠》及近期發佈的
《反拉布之歌》之後，競逐連任的經民聯
九龍西候選人梁美芬今次找來香港年輕唱
作歌手吳浩康（Deep）合作，創作了新歌
《有您共鳴》，更和團隊成員把歌曲拍成
MV，今日上載到 facebook，讓大家免費欣
賞。她期望透過音樂觸碰到港人的心靈，
令香港社會氣氛紓緩一下，為香港注入多
一分包容、多一分正能量。

&

■陳弘毅（右）與梁繼昌出席香港會計師公會舉行的選舉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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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出席率低 陳弘毅批流會元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會計師公
會昨晚舉行立法會會計界選舉論壇。尋求連任的
現任議員梁繼昌在論壇上，被對手陳弘毅批評其
2015 年參與製造 73%流會，財委會出席率更不足
五成，其中一年更低至 28%，質疑他並未有做好
立法會議員的工作。
在觀眾提問環節，兩位候選人被問及議會拉布
問題。陳弘毅指，在 2015/2016 年度立法會發生
11 次流會，梁繼昌有 8 次不在席，即參與製造了
73%的流會，並強調不希望業界代表是拉布流會
的參與者。梁繼昌辯稱，自己「不贊成」事無大

麗芸度橋抗
「老化」
打造中藥輸出港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文
森）隨着人口
老化，保健產
品的市場需求
將日益增加。
民建聯立法會
九龍西候選人
蔣麗芸昨日在
■蔣麗芸希望香港成為全球最大中藥保健品輸出港。
其 facebook 專
頁上載一段題為《一分鐘話你知，Ann 姐議會做 D 乜！》的短片，介紹
其有關工商業的政綱。她指出，全球均面對人口老化問題，保健產品具
有龐大市場。過去4年，她一直積極推動政府發展保健及製藥業，未來亦
會繼續努力，希望香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中藥保健品輸出港。
蔣麗芸昨日上載一段約長一分鐘的短片，介紹其有關工商業「製藥
業」的政綱。她在短片中指出，為了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本地科技得
以與時並進，她堅信香港必須要有自己的工業及出口產品。目前，全球
均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保健產品具有龐大市場，故過去4年，她一直積
極推動政府發展保健及製藥業。
特區政府於 2013 年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2015 年成立的創新及科
技局其中一項重點工作為中醫藥研發。蔣麗芸指出，中藥檢測中心將於
今年落實興建，自己未來仍會繼續努力，希望香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中
藥保健品輸出港。
蔣麗芸又上載了一段到深水埗、石硤尾探街坊的短片，向附近街訪問
好及握手的短片。她指出，近日網絡論壇上火花四濺，坊間也有不少傳
言及謠言，市民不應盡信。誰是誰非，是真是假，只要觀察有關議員的
過往政績就可辨真偽。她希望有機會重返立法會，為社會大眾服務，呼
籲大家支持廿多年來做實事的她。

小都拉布，但遇到「惡法」又或者與專業利益有
關時，就會拉布。他又推卸責任稱，立法會撕
裂，政府和議員都有責任，最重要的因素是選舉
制度所用的比例代表制設計有問題。
在候選人互相提問環節，陳弘毅指出，梁繼昌
在過去一屆任期內，財委會出席率不足 5 成，其
中一年更只有 28%。梁繼昌辯稱，自己財委會出
席率低，但「沒有減少對政府監察」，稱自己每
次在財委會會議期間，都在辦公室會見業界人士
與其他部門官員，「做緊其他事情。……我呢，
係有睇住財委會嘅情況。」

蔡若蓮踢爆葉建源
缺席教育議題流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盼霖）近年
教育政治化爭議不絕，教育專業往往被
忽視。立法會選舉教育界候選人蔡若蓮
和葉建源，昨日在港台電視舉辦的選舉
論壇中繼續就相關議題針鋒相對。蔡若
蓮指，過去立法會 11次與教育議題相關
的流會，當中 9 次葉建源都缺席，質疑
他未有做好議員工作。她直言，葉建源
當議員的 4 年政績欠奉，反映即使他出
席會議亦未能為教育界做到實事。

美芬唱出《共鳴》 為港注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媒體早前揭露，立
法會會計界候選人、現任議員梁繼昌與其前政策助理
周澄傳有婚外情，更指梁繼昌在婚外情期間以議員薪
酬開支，聘用周澄擔任議員助理。梁繼昌昨日出席會
計界選舉論壇時，多次拒絕回應自己是否有婚外情一
事，只稱立法會招聘有嚴格規管，自己有按章辦事。
《東周刊》日前揭露梁繼昌疑於 2014 年「搭上」有
「政壇豪放女」之稱、當時正與社民連主席吳文遠拍
拖的周澄，婚外情更持續半年之久。
值得關注的是，梁繼昌該段時間以議員薪酬開支
（公帑），聘用周澄擔任議員助理。梁繼昌昨日出席
論壇時，三次被問到相關事情，但一直避談與周澄關
係。
梁繼昌首先在中場休息時，被記者問及婚外情一
事。他以「需要休息」為由，拒絕回答並離場。在論
壇下半場選民自由提問時間，有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問梁繼昌，「有人借公帑去追女仔，會否影響專業形
象？」
梁繼昌沒有正面回應，僅遊花園式應對，「議會裡
面辦事處所有的招聘都有嚴格規管，我遵守了所有規
定，所有職員無論是長工、短工、part-time 合約，都
是 public document（公開文件），可供公眾參閱。此
外，議員的支出需要審批，招聘時也要完成所有相關
申報。」

聯吳浩康填詞 抒發未來願景

梁美芬昨日透露，在 7 月宣佈參選後，
她就想到希望在在紛亂的政治環境下，為
選舉增加一些音樂元素，讓選舉多一點新
意，故以音樂作為今次立法會選舉的宣傳
特色，更立即找到吳浩康相助創作歌曲
《有您共鳴》。《有您共鳴》的樂曲部分
由吳浩康一手負責，歌詞則是吳浩康與梁
美芬合力填寫。梁美芬說：「成首歌共花
了兩個月時間製作，曲風選擇用了輕快、
平實易唱，歌詞就包含了我對香港的一些
願景。」
她說，該曲今日會上載到其 facebook，
又笑言自己不會害怕使用互聯網平台，期
望可吸引到不同政見、年齡的各社會階層
欣賞，尤其是年輕一輩，「香港政壇不應
只有謾罵、抹黑、攻訐，相信歌曲只要觸
碰到心靈，好多人都會分享。」
距離立法會投票日尚有不足 10 日，梁美
芬在各大民調評估中均排在前列位置。她
指出，任何民調結果都會影響選情，現在
成績是「出乎意料地高」，而「民調跟投
票是兩回事」，必須認真、冷靜處理，絕
不能抱有「穩勝」的心態。
梁美芬擔憂，她的支持者會因此鬆懈而
不去投票，故在剩餘日子將會努力落區接
觸群眾，箍實自己支持者，不希望在投票
日出現選票嚴重流失情況。 ■記者 鄭治祖

倡改教制文化緩催谷
兩人又分別就多個熱門議題表達意
見。對於「贏在起跑線」擴散至幼稚園
的催谷文化，蔡若蓮認為，與現今升大
學的制度「一試定生死」相關，令競爭
壓力逐步推前，以致在幼稚園時期，家
長已經很緊張小朋友的輸贏，她身為母
親亦很理解，所以教育制度和文化均需
要改變，而且需要加強家長教育，以改
善問題。葉建源則稱，需要降低學校之
間的差別，以減低學童間的競爭。
在「港獨」侵校危機的問題上，蔡若
蓮強調「港獨」違法，因此不應進入校
園，如學生有學習需要，可在有足夠資
料下討論。葉建源聲稱這是具爭議性的
議題，但討論不是鼓吹，同學需要全方
位認識議題。

■蔡若蓮(右)及葉建源節目中針鋒相
對。
港台網站
蔡若蓮強調，為了不被任何政治或陣
營牽着鼻子走，全力為前線教師發聲，
故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貫徹政治中
立立場。就葉建源一直指稱她「隱瞞」
與教聯會連繫，蔡反駁指，她任教聯會
副主席是公開的事，不可能隱瞞，質疑
葉故意挑起爭端。
在論壇中「假如我是簡體字」的假設
性題目中，蔡若蓮代入「簡體字」角
度，強調「自己」的功用是作為溝通橋
樑，不明為何被指控為「染紅」的政治
工具，希望得到多點同學認識。

■梁美芬稱致力堅守香港一貫特性。

九龍西候選名單：
蔣麗芸、梁美芬、狄志遠、黃碧雲、毛孟靜、
譚國僑、黃毓民、吳文遠、劉小麗、朱韶洪、
何志光、李泳漢、林依麗、關新偉、游蕙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