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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其實真係幾善忘，好似人稱「小麗老

千」的「自決派」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在立法會

選舉期間猛話自己當選後定會捐一半議員人工，

並在其選區九龍西設立「家務義工隊」幫助老人家，仲話會公佈賬

目。不過，小麗老千在被網民追數兩個月後始捐出去年10月人工的

一半，到現在都再無聲氣。「無敵神駒」仇思達近日再發帖追數。

有網民揶揄，「政棍講嘢你都信，認真你就輸了。」 ■記者 羅旦

「神駒」追小麗老千數
網民譏「政棍你都信」

網民寸爆老千
Yanster Leung：佢一陣話，我有捐
架（㗎）（但我無話捐幾多次）。
Adam Leung：捐一半月薪啫，冇話
個個月捐喎！
黃宇翰：議員講嘢唔算數有乜咁出
奇？哈哈哈哈哈！
Peter Lo：政棍承諾，認真你就輸
啦！
Ted Fong：話明老千，你信就係白
痴。
LiJohnny：算把（罷）啦！叫佢捐$
（錢），佢話、攞佢條命好過……
Treewind Wong：一陣又話你迫害佢
（小麗老千）。
Ken Chung：找不了利息，DQ沒法
看得清，再屈神驅（駒）追數叫被
迫……
Ada San-gu：捐一半人工，何時麻
醉我抑鬱？
Joey Yam：佢入左（咗）立法會大
半年除左（咗）識擺烏龍，佢仲有乜
野（嘢）貢獻？

資料來源：仇思達fb留言 整理：羅旦

奪權失敗 黎智英為「補過」而向美邀寵獻媚

壹傳媒掌控人黎智英在中美兩國元首
會晤前夕連寫兩文，力撐美國在韓國部
署薩德（Thaad），其中 4 月 5 日在
《蘋果日報》發表的「Thaad令美國深
切介入亞洲」，聲稱薩德令美國深切介
入亞洲，是確保亞洲浩瀚無窮的市場經
銷貨品，保護美國金融和貿易在亞洲蓬
勃發展，中國將改而要面對和遵守「基
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云云。

中國堅決反對美在韓部署薩德的原因
黎智英支持薩德包藏禍心，鼓吹美國以
Thaad和兩年後更加先進的BPI征服亞洲，
令美國更進一步雄霸天下，這實際上是鼓
吹一個「薩德共榮圈」，建立使美國可以
始終發揮支配作用的亞洲秩序，這與二戰
時日本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何其相
似。美國在韓國部署的薩德，其雷達可以
覆蓋中國的華北和渤海、黃海，而中國現
在正在建設的不少彈道導彈基地都位於華
北，特別是承擔着戰略威懾重任的導彈核

潛艇試射潛射導彈的海域主要就是在渤
海、黃海，這等於是在中國家門口安裝了
全天候的監視器和測量記錄儀，嚴重影響
中國的戰略安全利益，這是中國堅決反對
的原因所在。

黎智英鼓吹建立「薩德共榮圈」
黎智英對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的目的

心領神會，聲稱，美國在亞洲深切的軍
事參與對中國的影響最大，中國將會收
斂它在亞洲的立場，「改而要面對和遵
守『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云云。
黎智英實際上是鼓吹建立一個「薩德共

榮圈」，建立使美國發揮支配作用的亞洲
秩序：「亞洲人口最多發展最蓬勃，是將
來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的『亞洲樞
軸』（Pivot to Asia）在亞洲的軍事佈局，
除了保護盟國安全和亞洲和平，更重要的
是確保亞洲浩瀚無窮的市場經銷貨品。美
國隨後必會與亞洲盟國有更大的軍事參與
（這對台灣異常重要），使美國軍事在亞

洲深切介入，和保護美國金融和貿易在亞
洲蓬勃發展。」
黎智英又鼓吹：「二十一世紀資訊革命

科技將令美國更進一步同樣雄霸天下。美
國每年大量貿易赤字是進口貨品比出口
多，但是美國頁岩油氣發展將使本國能源
超便宜，獨步天下的科技和人才，強大的
軍事力量和低稅制與簡化規管，即將扭轉
乾坤。美國貨品的質量和價錢競爭力使它
成為以出口為主的『世界工廠』。」
這與二戰時日本提出的「大東亞共榮

圈」何其相似，日本的「大東亞共榮
圈」的本質，是在亞洲各地侵佔主權，
霸佔市場，掠奪資源，形成一種固定
的、僵化的、不發展的、日本可始終發
揮支配作用的這麼一種區域秩序。黎智
英鼓吹的「薩德共榮圈」，是「大東亞
共榮圈」的借屍還魂。

奪權失敗黎智英向美國邀寵
黎智英和美國情報系統的關係千絲萬

縷。香港反對派各個政黨，都接受黎智
英的捐款，運作這些捐款的人，是一個
美國的前情報官員。黑金水喉控制了政
治，如此一來，黎智英成為了反對派政
黨的教父，在密室中策動反中亂港活
動，製造震撼性的社會事件。黎智英的
方程式就是：傳媒大亨控制反對派政
黨、不斷組織反政府活動、製造暴力和
暴亂事件、改變選舉形勢、奪權上台，
最後讓親美派掌握大權。
黎智英的目標，要在2017年在香港

變天，奪取政權，實現美國對中國的包
圍和壓制。在香港社會，美方人員協調
支持曾俊華參選已是公開的秘密。在特
首選舉投票前夕，黎智英不顧一切赤膊
上陣，出手撰文為曾俊華護航和掃清障
礙，吹響要求「All In」（全投）曾俊
華的集結號，以「白色恐怖」威逼反對
派票源歸邊。隨後反對派「民主
300+」決定，98%成員票投曾俊華。公
民黨梁家傑毫不掩飾地表明，支持曾俊
華就是為了「對抗西環」。這充分說明
反對派支援曾俊華的目的，就要推出一
個反對中央、抗拒「一國」的外國勢力
代理人，就是要利用代理人搶奪香港管
治權。
中央信任的林鄭月娥高票當選特首，

粉碎了反對派和美國勢力透過代理人爭
奪香港管治權的圖謀。黎智英無法向後
台老闆美國交代，於是在特首選舉後、
在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前夕連寫兩文，力
撐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這是他為「彌
補過失」而向美國主子邀寵。

黎智英捉錯用神弄巧反拙
但是，4月6日至7日中美兩國元首會晤
達成了多項重要共識，雙方認為這次中美
元首會晤是積極和富有成果的。會晤為中
美關係發展奠定了建設性基調，指明了雙
方共同努力的方向。在朝鮮半島核問題
上，中方重申堅持半島無核化、堅持維護
半島和平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
題。中方將繼續全面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涉
朝決議。中方重申反對美方在韓部署薩德
反導系統。雙方確認致力於實現半島無核
化目標，同意就半島問題保持密切溝通與
協調。特朗普表示，美方將同中方開展合
作，努力消除影響兩國關係的因素和問
題，使美中關係實現更大發展，美中關係
一定能發展得更好。黎智英在中美兩國元
首會晤前夕力撐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企
圖破壞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和中美關係發
展，徹底暴露其媚美求寵的奴才心態。但
這完全是捉錯用神，弄巧反拙。

黎智英力撐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鼓吹建立一個「薩德共榮圈」，建立使美國

可以發揮支配作用的亞洲秩序。黎智英在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前夕支持薩德，這是

他因特首選舉奪權失敗而「彌補過失」，站在外部敵對勢力的立場上，向美國邀寵獻媚，其禍心是

企圖破壞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和中美關係發展，完全暴露出其媚美仇華的奴才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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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小麗老千在去年立法會選舉期間大開
「支票」，包括當選後會捐出一半

議員人工成立所謂「義工隊」，更提出
所謂「免供款退保」，惟當選後隨即走
數，她在去年11月領取了10月的薪酬
後，所謂「捐一半人工」一直無聲無
息，直至仇思達發動網民追數，她拖延
到11月下旬才不得不「找半數」──分
別將一半人工捐給「社區發展陣線」、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及「區區有飯
開」，所謂「義工隊」仍然唔見影。

去年12月至今 小麗「承諾」冇影
不過，由去年12月到今個月，小麗老
千似乎都無再捐過人工，佢11月講話計
劃半年內成立「義工隊」，現在都過咗
近半年仍然影都冇，所謂「免供退保」

自然更加冇咗影啦。喂，阿姐，妳身為
立法會議員都要交代吓係嘛！雖然面對
DQ官司，但妳訟訴費用靠「眾籌」，
仲有議員、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人
文、設計及社會科學學部講師嘅人工同
兩層樓揸手，唔係咁都要走數吓哇！
仇思達近日就出post追數：「自從劉

小麗議員於去年11月捐過一次半個月人
工之後，就已經無晒下文。請問劉小麗
議員會否兌現競選承諾，在餘下任期繼
續捐出一半人工？ Lau Siu Lai（劉小
麗）請回話。」不少網民大鬧小麗老千
又走數，也有看透世事的網民坦言面對
政棍，「認真你就輸了！」有人則大玩
有聲post，為Beyond《灰色軌跡》填新
詞，一人一句下寫成︰「捐一半人工，
何時麻醉我抑鬱？過去了的一切計利

息。找不了利息，DQ沒法看得清，再
屈神驅（駒）追數叫被迫。」

麗粉「護花」：前世有仇
一名疑似小麗老千粉絲「Roland Chi

Wing Chan」則「護花」留言道︰「仇
先生，真係唔係好明，小麗老師只係小
女人一名，點解好似咁大仇恨，經常玩
針對？老實說，其他議員走數，比比皆
是，而且佢單官司亦未完。我亦知道佢
忙碌得很，莫非你大哥姓如其人，前世
同佢有仇？」
可惜仇思達就真係冇咁嘅「護花」心

情，反問到︰「陳先生，真係唔係好
明，小弟只係小市民一名，點解劉小麗
好似咁大仇恨，經常玩針對？老實說，
其他議員被監察，比比皆是，莫非你劉
小麗姓如其人，成世×流流？」「Chan
Kanam」更抵死說到︰「稱呼主張女性
平權、教gender（性別議題）嘅小麗老
師做『小女人』？問過佢同意未？」
講咗咁耐，小麗老千點回應呢？雖

然仇思達已經tag（標籤）咗小麗老千
嘅個人 facebook，亦有人 tag埋佢個 fb
專頁「小麗民主教室」，但到截稿都
唔見佢有回應，只係出咗post講自己嘅
墟市活動，實行當睇唔到人哋追佢數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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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步入老齡化，市民
尤其關注長者的福祉，期
望自己可以安享晚年。

本年度財政預算案與以往一樣，提出多項惠及
長者的措施，除發放額外一個月高齡津貼、長者
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外，更提出優化長者生活津
貼的措施，包括將單身長者及夫婦資產上限，分
別調高至32.9萬元及49.9萬元。
政府並為當中約36萬名較為貧困的長者，增

設一層3,400多元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俗稱高
額長津）。如措施獲得落實，受惠人口預計可擴
至佔整體長者人口的47%。
另外，符合高額長津要求而年滿75歲的長
者，只需提供長津證明便可免費享用公營醫療服
務。
政府在今次的財案中接納了民建聯提出的多項

建議，包括把長者醫療券申領年齡門檻，由現時
70歲降至65歲，預料措施推行後，將有超過100
萬名長者每年獲得2,000元醫療津貼。同時，預
算案亦參考了民建聯提出的「一百億元院舍發展
基金」建議，計劃在未來撥款300億元以加強安
老、傷殘人士等康復服務。我們期望當局盡快提
出有關撥款細節，讓公眾討論。
政府較早前公佈，優化的長者生活津貼措施會

在立法會通過撥款後當月首日生效，社署亦由現
時起預先接受長者登記申請。高額長津則在明年
中推出，但亦可追溯至草案通過的月份生效，即
是預料可追溯大約一年。假若「泛民」議員再次
拉布，撥款條例草案無法如期通過，長者只能夠
無奈地乾等。民建聯期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以市民利益為重，放下成見，支持撥款草案，讓
長者可盡早獲得津貼。 （標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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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冀勿拉布
長津早益「老友」

正所謂世界終
究 是 年 輕 一 代
的。行政長官梁

振英昨日應傑出青年協會和齊心基
金邀請，在禮賓府和逾百位來自不
同學校和背景的中小學學生交流。
一眾學生準備了不同習作，展現他
們眼中的香港未來，有學生說要
「迎難而上」，展現「獅子山精
神」；又有學生以帆船表達迎風破
浪的堅毅精神，及表達香港作為祖
國一部分，可以背靠祖國，在「一

帶一路」倡議下大展拳腳。梁振英
就認為，香港未來是做只在自家門
口跳的麻雀，還是隨着國家和香港
的發展，做飛高飛遠的大鵬，「同
學們應該知所選擇。」
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上發帖，指

自己和學生討論香港未來。他分享到
三十多年前的經驗，指自己那一代人
畢業的時候，事業舞台只是香港島、
九龍和新界，「今天，香港人的舞台
是全中國以至全世界。今天國家在國
際間的地位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日

隆。在香港周邊，港珠澳大橋快完
工，中深通道又正建造中，日後整個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都在我們一兩小
時半徑範圍內，因此新一代的香港人
就業和事業發展的舞台範圍就更大
了。」
他續指出，香港經濟規模比較

小，產業組成不可能滿足所有新一
代香港人的就業和事業發展需要，
因此鼓勵學生在學有所成之後，為
了學以致用，應該將眼光同時放在
香港以外的國內外城市。

CY「大鵬」勉港青「勿當門口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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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沈清麗浙江報
道）港區原任全國人大代表考察團昨
日抵達浙江展開為期5天的考察活動。
隨團的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指，希望
大家通過此行了解浙江發展，以感受
祖國的發展步伐，了解中央治國理政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舉措。
港區原任全國人大代表考察團成員包

括團長袁武、副團長吳清輝以及原任全

國人大代表一行共16人。考察期間，他
們將到杭州、紹興、寧波、舟山四市參
觀訪問，實地了解當地經濟文化發展。
一眾團員昨日傍晚出席了浙江省政

府召開的匯報會，了解該省最新發
展。出席的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毛光烈，浙江省副省長成岳沖，都希
望浙港進一步加強交往合作，實現優
勢互補，共同推動兩地繁榮發展。

殷曉靜則希望通過這次考察活動，
親身了解浙江發展，以感受祖國的發
展步伐；通過了解浙江經濟社會發展
情況，以了解中央治國理政的新理
念、新思想、新舉措。她希望團員藉
此機會全面了解浙江，並在未來繼續
關注、宣傳和支持浙江發展，希望浙
江未來在全面建設高水平小康社會的
進程中取得更大成績。

港區原任人代考察浙江

又是賞櫻
季節，民建
聯主席李慧
琼早前到貴
州 訪 問 期
間，就發現
了賞櫻的新
熱 點 。 她
指，此行除
了了解到貴
州作為內地
數據中心的
發展之外，還發現貴州在春天時鮮花遍野的
景象，其中當地櫻花山的美，更非筆墨所能
形容。 ■記者 鄭治祖

慧 琼 賞 櫻

■考察團出席浙江省政府匯報會，了解浙江經濟
社會發展情況。 沈清麗攝

■梁振英昨日在禮賓府和逾百位來自不同學校和背景的
中小學學生交流。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