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前民
建聯多名
立法會議
員收到從
日 本 寄
出、寫有
「 香 港
國」字眼
的信件，
批評他們
迫害「青症雙邪」游蕙禎和梁頌恆，要
求有關議員向兩人道歉，否則會「再次
侵華」云云。收到咁樣嘅信，當然要問
吓網民點處理好。其中陳克勤日前就發
起網上實時投票，多數網民支持佢用封
信去「墊狗大便」，陳克勤昨日亦趁好
天氣找數，帶狗狗出行，成功廢物利
用。 ■圖：facebook、文：甘瑜

「本土」狗咬狗 爭光環搶位
「本民前」「出山」擺街站 網民踢爆踩「青症」上位

何謂「無限loop」？「本土民主前線」和「青山新症（青年新政）」正在為大家作出完美示範。繼「本民前」獨琦

（梁天琦）今年立法會選舉被取消資格，過票「Plan B」「青症」梁頌恆後，「本民前」似乎有意在「青症雙邪」落

馬後捲土重來，日前突然擺街站去「講解人大釋法事件」。向來與兩者有仇的「城邦國師」陳雲和facebook專頁「仇

幼聯」昨日均貼出有關消息，並質疑「本民前」事隔一個多月再來解釋，明顯是因為「補選近了」，想收割「青症」光環去「無限

loop」參選。有網民一語概括謂︰「『本民』、『青政』互相利用，政治光環日益暗淡，以至於無有。」更有人認為事件從頭到尾

都是「本民前」的「陰謀」，「呢招高呀，獻屎僑（橋）搞走佢兩個，再搶返個位，叻仔！」總之，利字當頭，就會花生滿街。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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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譏「青症」「本民前」無限loop
Cheung Ka Chun︰「本民」、「青政」互相利
用，政治光環日益暗淡，以至於無有。

Tom Ha︰等睇光環變黑洞

蔣大利︰政治拉布

安格斯︰奇蹟（跡）在於民智極低，騙徒一而再再而
三得手。

Samuel Sum︰光環衰減，「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為。」《詭德經》

No Ic Wong︰Plan B呢？信任過戶呢？仲補選，
「時代革命」呢？

Kinman Cheng︰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Chris Wong︰連抽水搶光環都要等「青政」行將就
木先黎（嚟）做，「本民前」都真係一班×街×家剷。

微塵︰補選未動，街站先行

Eric Chan︰咁成件事明啦，梁天琦潛水就係為咗
等補選復活

Hon Wai Chui︰難怪梁天琦潛左（咗）水，原來等
收割光環，因為梁游引起公憤，不宜出面支持，
而且在單議席單票制下「港共」會放行，他等官
司有結果之後就可以「反釋法保法治」為名預備
參加補選，而釋法後引來建制越來越囂張處處威
脅DQ（取消資格）更多人，已引起輿論不滿，他就
可利用民情期望選民含淚投票。

Peter Chu︰呢招高呀，獻屎僑（橋）搞走佢兩個，

再搶返個位，叻仔！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甘瑜

「青症雙邪」的宣誓風波鬧到滿城風雨，但「本
民前」中人卻深潛到無影。不過，「本民

前」在事隔一個多月後，日前突然於新界東地區擺街
站，向市民「解釋人大釋法事件」，就令人覺得「相當
有嫌疑」。
親「熱狗」fb專頁「仇幼聯」發帖稱︰「人大釋法都成
個月，梁游個議席都俾人禠（褫）奪左（咗）兩個星期，
本民前而（）家先來做街站同市民解釋？因為，補選近
了。」

「國師」諷「屍骨未寒 補選已行」
此外，日前才宣佈要「處死梁天琦」的陳雲，當然亦
沒有放棄狙擊「本民前」的機會，昨日在fb連發兩帖冷
嘲熱諷，先有「『本土民主前線』已經在上水和大埔設
立宣傳街站啦。屍骨未寒，補選已行。（註：他們的宣
傳街站是講解人大釋法事件，但這麼遲才講解，是否借
題發揮呢？）」；再有「經濟學的邊際遞減定律，可以
在香港政界見到。『青年新政』收割『本土民主前線』
的光環參選，之後『本土民主前線』又收割『青年新
政』的光環參選。如是者，無限loop。」
「國師」一眾粉絲當然繼續踴躍回應，並紛紛批評
「本民前」和「青症」互相消耗，行為是「人不要臉，
天下無敵」。「Cheung Ka Chun」就說︰「『本
民』、『青政』互相利用，政治光環日益暗淡，以至於
無有。」「蔣大利」則形容這是「政治拉布」。
「Tom Ha」則留名謂︰「等睇光環變黑洞。」「No
Ic Wong」狙擊道︰「Plan B呢？信任過戶呢？仲補
選，『時代革命』呢？」
對於陳雲在自己的帖文中留言謂︰「香港仍然是奇蹟
（跡）城邦。」「安格斯」則回應說︰「奇蹟（跡）在
於民智極低，騙徒一而再再而三得手。」

網民「心水清」：「踢走再搶返」
不過，也有人認為事件從頭到尾都是「本民前」的
「陰謀」。「Eric Chan」說︰「咁成件事明啦，梁天
琦潛水就係為咗等補選復活。」「Peter Chu」更謂︰

「呢招高呀，獻屎僑（橋）搞走佢兩個，再搶返個位，
叻仔！」「Chris Wong」進一步批評︰「連抽水搶光
環都要等『青政』行將就木先黎（嚟）做，『本民前』
都真係一班×街×家剷。」

8年前的汶川大地震，造成了極大的
傷亡。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最新一篇
《局長隨筆》上指出，當年香港特別行
政區本着「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及

「血濃於水」的精神，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四川省
人民政府的通力合作下，積極參與救援和災後重建工
作，如今終大功告成。他表示，各項援建項目已先後投
入服務，切切實實惠及數十萬同胞，大大改善了當地居
民的生活，為一眾莘莘學子締造優良的學習環境，以及
協助受災後各種創傷的人士提供適切治療，意義重大。

改善學習環境 援助災後創傷
陳茂波回顧當日地震發生後的救援工作可謂一呼百
應，特區政府派出由消防員及救護員組成的搜救隊伍，
以及政府飛行服務隊的隊員，即時前往四川地震災區協
助搜救工作，並派出公共衛生隊伍到災區提供支援；醫
管局亦派出醫療隊和安排志願醫療人員協助處理地震後
的傷者。此外，特區政府在短短兩天便獲立法會批准向
賑災基金注資，支持非政府機構為災區購置應急救援裝
備和儀器，以及災區的抗震救災工作。
特區政府於2008年及2009年先後3次獲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撥款合共90億港元，注入特區「支援四川地震

災區重建工作信託基金」，援建共183個項目。連同香
港賽馬會10億港元撥款援建的7個項目和民間捐款，香
港特區一共投入逾100億港元支援四川災區重建。

涵蓋基建醫療 投入史無前例
陳茂波指出，在183個基金項目中，由政府負責的

項目有151個，包括公路基建、教育、醫療衛生、社
會福利及臥龍自然保護區重建項目，其餘32個項目由

特區政府以基金資助16個非政府機構推展，涵蓋教
育、醫療、肢體及心理康復、社會福利、公共設施等
不同範疇。至於由香港賽馬會援建的7個項目，則涉
及教育、醫療及康復軟件服務等。
他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參與今次四川災後重建工作的

投入程度，可說是史無前例，而當中最艱巨和極具挑戰
的兩個公路工程項目──省道303（映秀至臥龍段）和
綿茂公路（漢旺至清平段），在各專家團隊和施工隊伍

不畏艱難、同心協力下，已於上月底完成和通車，為當
地居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道，進一步完善四川省西部的交
通運輸網絡，有利於促進區域經濟和旅遊事業發展。
特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的詳細情況，可參閱

已上載至發展局網頁的《援建工作完成報告》：
http://www.512rjc.hk/doc/resources/Summary_Re-

port_Sichuan_Reconstruction_20161118.pdf。
■記者 聶曉輝

港百億援建四川 終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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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是否眼見「本民前」擺街站，
「青症」游已完（游蕙禎）亦唔執輸，
昨日到黃埔擺街站，主題同樣是「向市
民講述人大釋法帶來禍害」。不少網民
對游已完再擺街站都反應踴躍，不過係

踴躍批評啫。有網民就直言︰「你triggered（引發）人
大釋法再同我地（哋）解釋禍害？多謝晒啊！」亦有人
叫佢︰「努力賺錢找數先啦！」
從游已完facebook所發的3張相片可見，除一張相片
中有一位男士停低與游已完談話外，其他市民大多直行
直過，甚至有係游已完拎住大聲公向空氣講嘢。雖然行
人對佢反應冷淡，但網民就非常踴躍去留言畀佢。

網民批嘥咗「教主」個位
「Yama Shan」就話︰「仲好意思出黎（嚟），投票
比（俾）你係入去個會議同佢地（哋）抗衡，而（）
家佢地（哋）多謝你喇，最基本野（嘢）都做唔到，仲
指（旨）意你有咩作為？留返係（喺）街頭抗爭學做多
幾年人啦你！」「楊燦輝」亦話︰「同大家講釋法帶黎
（嚟）嘅禍害，但係釋法係全賴邊個幫手Trigger（引
發）？你嘥左（咗）毓民個位，嘥左大家時間，嘥左大

家信任，你不如收收皮先，比番（俾返）啲識玩嘅人入
去玩好唔好？」
「Kyo SyoKa」則說︰「遊（游）已完，努力賺錢找

數先啦！」「劉樂兒」更問道︰「你的意思是向市民證
明你兩個存在的禍害吧？」
親「熱狗」fb專頁「仇幼聯」亦貼出游已完的宣傳單張，

指出游已完未有向市民坦承自己過錯，寫到︰「游蕙禎今日
開街站派既（嘅）單張，除左（咗）話自己有負選民，仲節
錄左誓詞內容，但做乜唔提refu×king『支那』既（嘅）？」
網民「Karen DizzyEggplant Chiu」留言附和指︰「大話
禎。」「Magmar Lola」進一步揶揄︰「應該強調自己因
口音問題被逼（迫）害嘛！」 ■記者 甘瑜

「游已完」未知死 擺街站講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為紓
緩公營醫療體系的需求壓力，港府近
年積極推行公私營協作計劃，以資助
形式分流部分病人至私營醫療提供者
就診，惟當中恐防有墮入貪污法網的
危機。計劃發展至今共有12個項目，
參與病人及私家醫生多逾2萬名，廉
政公署防止貪污處特向作為服務管理
者的衛生署及醫管局，以及參與計劃
的私營服務提供者發出防貪指引，杜
絕服務或公帑被濫用。
醫管局2008年推行首個公私營協作
計劃，至今已擴展至8個項目，涵蓋
多個病種。立法會今年更通過撥款，
向該局注資100億元設立基金以推動
計劃。連同衛生署負責的4個同類計
劃，現時共有12個公私協作項目，涉
及公帑數額及參與人數龐大。
防貪諮詢委員會委員林露娟指出，

計劃有多方面的貪污潛在風險，包括
衛生署及醫管局等的服務管理者或會
因利乘便，以內部消息方便「自己
人」；又或建議病人到某個與其有利
益瓜葛的私營醫生就診。作為服務提

供者的私家醫生亦可能「作大數」，誇大求診
病人數量或次數，詐騙資助額。不符合參與資
格的病人亦可能賄賂計劃管理人，以獲取服
務。
對此，防貪處向衛生署及醫管局以及參與計
劃的私家醫生或診所各發出防貪指引，羅列可
能出現的貪污情況並予以分析及指引，助各持
份者保持警惕，維護病人利益的同時，避免服
務或公帑被濫用。違反者最高刑罰為罰款50萬
元及監禁7年，亦有可能被控串謀詐騙。

醫管局倡設專責委員會
醫管局服務轉型總行政經理蔡啟明對該指引

表示歡迎，指出各項目均設有工作小組監察，
惟至今仍未特設一個行政監察小組監測整個計
劃，故提議設立專責委員會作全面監察，並計
劃於下月召開首次會議。
對於早前曾有參與「長者牙科服務資助計

劃」的牙醫疑更改病人醫療記錄，騙取近13萬
元津貼而被捕，被問到會否擔憂同類事件發生
於參與計劃的私營醫療提供者，蔡啟明直言發
生類似「假檢查」的機會微，強調電子健康記
錄互通系統會記錄病人病歷，加上該局亦會因
應需要，隨機抽查參與病人以查詢服務滿意
度，「病人自己會知（檢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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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茂公路(漢旺至清平段)──清平場鎮大橋。■特區政府安排了援建成果展覽，巡迴在多個地點舉行。

■■綿茂公路綿茂公路((漢旺至清平段漢旺至清平段))──蔡家溝蔡家溝
大橋及雲湖二號隧道大橋及雲湖二號隧道。。

■游蕙禎派發單張，就「宣誓事
件」致歉。 網上圖片

■■游蕙禎在黃埔擺街站游蕙禎在黃埔擺街站，，但行人反應但行人反應
冷淡冷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林露娟（右）指計劃具多個貪污潛
在風險。左為蔡啟明。 趙虹 攝

■「仇幼聯」就「本民前」擺街站發帖。 網上截圖

■「國師」接連發帖諷刺兩組織。 網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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