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33月月212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A5 ■責任編輯：袁偉榮

倒 數 第倒 數 第 55 天天

候任特首辦 郵政一姐揸旗
新特首當選即運作 助政府順利交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

為確保兩屆管治班子順利交

接，特區政府昨日宣佈候任行

政長官辦公室經已成立，由原

香港郵政署署長丁葉燕薇出任

候任特首辦秘書長（候任）。

候任特首辦將負責組建新一屆

政府的政治領導團隊；在其競

選承諾的基礎上，籌備制訂新

政府的施政計劃，與現屆政府

做好交接安排，及廣泛聯繫社

會各界，出席各類活動。

半小時入圍城掀網民罵戰
網民揶揄「神速」

Stephenlo Lo：半小時！粉嶺到中環要一
小時喎？我張地圖有D（啲）問題。

Cindy Wai：吓！坐什麼車可以半小時就
到？我好想知道，因我正正在天水圍住，又
係（喺）灣仔返工，咁我咪可以減少坐車時
間？

Chan Cheuk Yiu：AM車掛（啩）！

Cindy Wai：仲要前面有警車開路。

Jacky Siu：還記得以前試過屯門附近走青
山公路到灣仔用20分鐘，天水圍去30分鐘
可能可以，不過我坐的是很久以前的亡命小
巴……，我懷疑佢全程飛120km以上。

薯粉硬撐鬍鬚

Max Jacob Kwan ：你可能未入過天水
圍，唔知天水圍其實交通好方便。

Justice Leung：人地（哋）有車30分鐘直
入到天水圍係事實，都唔一定好L好有錢，
呢種事實根本揸搵食車/坐過順風車既
（嘅）人都會知道。

Chan Wai Chun：邊個話天水圍基層唔可
以揸車返工？

Max Jacob Kwan：香港最有錢既（嘅）
係住公屋是常識吧

Danny Cheung：×夠未？收聲啦！

資料來源：fb 製表：羅旦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位於中環花園道冠君
大廈9樓。辦公室會在第五任行政長官

當選後正式開始運作，至6月30日結束。

4首長級秘書已就位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經過兩個月

的籌備，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現已準備投入服
務。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設有5名首長級人員
和超過20名非首長級人員。現時，政府已調
派公務員出任其中4個首長級職位，包括候任
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候任行政長官的私人
秘書、副私人秘書及新聞秘書。」
發言人指，候任特首辦將協助候任行政長

官進行多方面主要工作，包括組建新一屆政府
的政治領導團隊；在其競選承諾的基礎上，籌
備制訂新政府的施政計劃，與現屆政府做好交
接安排，及廣泛聯繫社會各界，出席各類活

動。
當局並宣佈，候任特首辦秘書長（候任）
為丁葉燕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表示：
「丁葉燕薇是資深的政務官，具備豐富公共行
政經驗。我相信她定能在新工作崗位上發揮所
長，確保兩屆政府交接暢順。」

秘書長曾任職特首辦
丁葉燕薇1985年9月加入政務職系後，於

2014年4月晉升為首長級甲級政務官。她曾在
多個決策局及部門服務，包括房屋署、前常務
科、前經濟科、前公務員事務科、前財政科、
前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前工務局、公務員事務
局及行政長官辦公室。她於2007年 7月至
2009年9月出任保安局副秘書長，2009年9月
至 2011 年 10 月出任發展局副秘書長（工
務），並從2011年10月起出任郵政署署長。

特區政府昨日宣佈委任丁葉燕
薇為候任特首辦秘書長（候
任），引起熱烈的討論：佢個樣

同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太相似了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昨日在 fb 戲稱，

「OMG（我的天）！如果林太當選，『認人』將
會係候任特首辦職員嘅首要考驗~」他又標註到，
「前鋒中場後衛一個樣」、「失散多年姊妹」、
「影分身」等。有人就提到前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
甘美華個樣都似林鄭。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就
發帖笑稱，「丁葉燕薇，人有相似，約埋陳甘美
華、林鄭月娥一起出來都幾有趣。」■記者 羅旦

燕薇貌似月娥
加埋美華「三姐妹」
��
�
�

■丁葉燕薇將出任候任行政長
官辦公室秘書長（候任）。

特首候選人曾俊華
抽水抽着火水？他日

前在出席選舉論壇時，針對另一候選人林鄭
月娥未到天水圍「落區」抽水，稱由灣仔到
天水圍不過半小時，抹黑林鄭月娥「嫌遠」
唔肯出席。不少人對曾俊華半小時可由灣仔
到天水圍感到驚奇，質疑「唔超速冇可能做
到」。薯粉即時反駁，稱非繁忙時間坐私家
車一定做得到。在被批評天水圍居民並非人
人有私家車時，有薯粉就聲稱，「香港最有
錢既（嘅）係住公屋是常識吧」、「邊個話
天水圍基層唔可以揸車返工」，真係令嗰班
經常話返工要長途跋涉、希望政府支援嘅天
水圍基層打工仔情何以堪。

離地稱灣仔半小時可到
天水圍不同的基層團體都指天水圍規劃
有問題，特別是交通唔方便，很多基層打工
仔都要長途跋涉到市區返工，仲因此抗議過
好多次。不過，曾俊華日前在論壇掛住抽林
鄭月娥水，一句「由灣仔到天水圍不過半小
時」，就搞㷫唔少人。一直親反對派的設計
師陳書就發帖揶揄，「問題：灣仔去天水
圍，唔超速半粒鐘得唔得？……我坐私家
車日日出入咗四年，咩時間都試過，大概知
車速幾多先做到（明星級司機）。」

他續稱，「我記得有一次（好似係放緊新年
假），條友車我我同幾位同事趕返天水圍開會，
半個鐘內搞掂，但佢畀（俾）人影咗快相，我
哋幾個決定夾返錢畀佢。」親激進「反對派」
的fb專頁「得罪講句」也發帖稱，「灣仔去天
水圍半個鐘？你撘（搭）直升機呀？唔知日日
撘（搭）個幾兩個鐘車出出入入既（嘅）天水
圍居民睇到有咩感想呢？」
不少薯粉即時爆晒粗圍攻。「Max Jacob

Kwan」稱，「香港最有錢既（嘅）係住公
屋是常識吧。」「Chan Wai Chun」則聲
言：「邊個話天水圍基層唔可以揸車返
工？」「得罪講句」就還拖，「我而（）
家先知原來天水圍個個都撘（搭）私家車出
入咁有米，等我仲誤會左（咗）你地（哋）
添（）。天水圍簡直係香港既（嘅）沙地
阿拉伯，遍地黃金呀～」

被寸有特權超速唔犯法
不少網民亦抱不平。「KJ Wong」稱，

「未到灣仔就仲有機，西隧有（去）中環
塞×緊，佢係咪講緊零（凌）晨兩點。」
「陳四」揶揄道，「曾俊華講咩都係啱㗎啦
曾俊華就算超速都唔係犯罪！」「Tim
Wong」也寸道，「超速同民主邊樣重要啲
呀？唔好矯枉過正啦做人！」 ■記者 羅旦

薯片亂抽水 激嬲圍城打工仔

&&
&
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特
首候選人曾俊華任財政司司長時，
被時任社民連秘書長的陳德章掟
蛋，結果陳德章要坐監。近日，選
舉論壇講到「落區」，曾俊華就話
自己被人掟蛋都「冇報警」喎。有
社民連成員抵唔住頸，話掟蛋「呢
啲輕微普通襲擊，只要事主話唔追
究，1,000個差佬999都會樂得唔處
理」，狠批他當時做證人頂證陳德
章，聲稱「冇報警」實在虛偽到
痹。

陳德章掟蛋判囚3周
2013年12月，陳德章在施政報告
諮詢會上向特首梁振英掟雞蛋，但
「誤中副車」，擊中同台的、時任
財政司司長的曾俊華右前額。曾俊
華「中蛋」後懶幽默地稱「醫生叫
我唔好食咁多蛋」。
不過，陳德章在曾俊華頂證下，
被判普通襲擊罪成，入獄3周。
曾俊華近日在選舉論壇中沾沾自

喜，稱自己被人掟蛋都「冇報警」
喎，社民連即時「方丈上身」。社
民連成員周諾恆在fb發帖稱，「係
呀不過雞蛋仔陳德章係坐左（咗）
監。『乜衰野（嘢）都無經我手。
我好pure好true。』」有薯粉就反
擊，稱當時決定檢控的是律政司，
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就加入戰團，

「薯片有冇挺身而出叫CY（梁振
英）唔好告？定係粒聲唔出？好奇
一問。」
陳德章也留言道，「唔好攻擊薯

片啦，食開屎做開奴隸好難改架
（㗎）。由佢食屎啦。」薯粉「Ja-
net Lui」反擊道，「集中回你個問
題就這句：無人話佢係天使，亦無
人話唔需要對示威者更體諒，但抗
爭行為有後果不是行動者的覺悟
嗎？」
即係話陳德章自己抵死啫。陳德

章即回應稱，「嗯，你講得好有道
理，不過佢係案中誠實可靠的第一
證人，亦係唯一傳召上庭的證人。
對於我的行動，我大方承認。但佢
仍然未為長者全民退保的訴求向香
港人有任何回應。」

傳言敢「抗命」不攻自破
黃浩銘也稱，「我們既願意承擔

我們應當承擔的，但並不代表我們
不能怪罪對手政治檢控，即使曾俊
華本人並無主動提出報警，……曾
俊華最後是沒有反對自己成為唯一
及第一控方證人，……坊間不少傳
言說曾俊華如何違抗梁振英，事實
上，並非如此，即使有，也是很小
程度上的違抗，該違抗的程度，不
足以讓我們由策略選民變為全心支
持者。」

疑似由前線記者設
立的「鏡頭以外」fb
專頁，因發佈有記者

不滿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的公關團隊的
帖文而「爆紅」。不過，該專頁另一篇
質疑另一候選人曾俊華的文章就乏人問
津。該篇名為《看完論壇，你還會撐薯
片？》的帖文，提到曾俊華在此前出席
電子傳媒舉辦的選舉論壇時，似乎更值
得參考，「他（曾俊華）除了自己早已
預備的數字，並沒有具體理解及政策倡
議。……曾俊華每次攻擊對方，只會以
民望，而非實質倡議政策優劣來比較，
而所謂的民望，只是良好公關團體所用
心堆砌而建。」
「鏡頭以外」前晚上載了一篇投訴林

鄭競選辦公關的帖文，稱對方在聯絡記
者的WhatsApp群組中回覆「過於簡
潔」，更經常「遲覆」或者「唔覆」。
群組管理員、林鄭競選辦公關成員麥黃
小珍其後在群組回應事件，就競選辦在
溝通問題上倘有不到位的地方道歉，但
就被質疑回覆是簡體字，「為何是簡體

字？對象是內地抑或本地傳媒？」

林鄭公關谷曝光《蘋果》找碴
麥黃小珍在回應傳媒時解釋，「只是

手機制式而已，希望大家別敏感。我們
的英語溝通也不（一）定只是向只懂英
語的朋友發出的啊！祈望各位平常必
（心）啦！」不過，《蘋果日報》等親
反對派媒體當然如獲至寶，狠批有關人
等，更將矛頭指向林鄭月娥，一眾反對
派中人自然將之瘋傳，更順口猛講曾俊
華個公關團隊幾咁掂啦。

身為前線當然好明白前線記者經常受
氣啦，但記者將與被訪者之間的What-
sApp對話公開，會否違反了專業操守？
《蘋果日報》有記者此前在個人fb發
帖，批評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沒
有接聽其同事的電話，狠罵對方「幼
稚」、「無禮貌」，「唔好以為自己做
左（咗）件好英既（嘅）事就可以無視
一切人！」當時呢，該記者咪公開道歉
兼刪帖囉。
既然睇開「鏡頭以外」，千祈唔好唔

睇埋另外一篇批評曾俊華嘅帖文，咁先
公道嘛！該篇題為《看完論壇，你還會
撐薯片？》的帖文，儘管對林鄭月娥的
評語也不見得客氣，但內文針對的是猛
打所謂「包容牌」的曾俊華在此前由傳
媒舉辦的選舉論壇上的表現。
帖文講明自己3個候選人都唔支持，

但就特別提到「在網上看到不少評語對
曾俊華『派bite』感到非常高興，例如
講到『咁你咪講曬（晒）佢囉』、『熄
咗佢個咪』或者『嬲嬲上到個鼻度』等
等，覺得攻擊得林鄭月娥很好，樂此不
疲，而小記比較注重的，反而是辯論內
容」。

辯論一味「派bite」缺具體政策
他稱，「首先，選特首，要選賢能，

對香港發展有具體藍圖，提出有效方法
解決當前問題，瞭（了）解政策、社會
當前問題，為本港把脈。老實說，曾俊
華在政府任職多年，理應對政府部分政
策瞭（了）如指掌，事實上每次到論
壇，他除了自己早已預備的數字，並沒

有具體理解及政策倡議。」
他續指，「『唔熟書』的弱點，幾乎

每次都暴露人前，就連自己提出的負入
息稅及低收入家庭津貼的政策基礎都不
明所以。……曾俊華每次攻擊對方，只
會以民望，而非實質倡議政策優劣來比
較，而所謂的民望，只是良好公關團體
所用心堆砌而建。……原來建制多年想
不通，如何團結『泛民』的方法是如此
簡單；就找一位，懂得做好公關技巧的
候選人，若曾俊華真的當選，相信大家
以後亦不用再爭取所謂『真普選』。」

■記者 羅旦

記者踩曾俊華靠關公呃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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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以外」呢篇質疑薯片的文章，
就沒有受到傳媒青睞了。 fb截圖

頂證示威者入罪「大話薯」稱無報警

■黃浩銘
加把口狠
批薯片。
fb截圖

反對派此前形容曾俊華
任財政司司長時是「史上最廢財爺」，現在又決
定「all in」對方，真係估你唔到。網民「Mor-
ris Cheung」昨日在其fb發帖揶揄道：「昨日剷
到薯片×街，今日對其歌功頌德。明日仲要捆
（綑）綁抬轎，……」最後一句就接上周星馳在電
影《西遊記》中的經典台詞「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
過於此」的截圖。你懂的！「Michael Cheung」則
貼出周星馳在另一套電影《家有囍事》中所患的
「無定向喪心病狂間歇性全身機能失調症患者」
截圖來回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留言讚
道，「說得太貼切了。」 ■記者 羅旦

乜 都 講 晒

■薯片回
帶講自己
訪問天水
圍，結果
引發網絡
罵 戰 。

fb截圖

■陳書話自己出入天水圍4年，除非超速好難半
個鐘搞掂。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