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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泰誤導市民 屈主席不應投票

CY：供應增加 上樓成家
「到現場」查政策成效多年習慣 盼各界配合解決房屋問題

網民揶揄缺席者
XT Toxin：民主黨許智峯、涂謹申及公民黨楊岳
橋我X你老母！會都唔X開講咩守住關鍵一席？
根本賣港！
Sum Cheng：三投黨（公民黨）再創高峰，連
唔開會都有....風雨飄搖，唔去投票。
李絲絲：楊岳橋、涂謹申、許智峰（峯）缺席投
票！調查選舉處電腦失竊遭否決，多謝晒泛民班
死賤種囉！
Pon Yung：不要問，只看事實。次次都係咁，
提喵（乜）議案都死啦，豬仔們幾時明呢？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記者 羅旦

小麗老千被鬧爆
Ada San-gu：小麗無聲消逝，
承諾咗不要退，找數後我會繼
續再追……
陳秀珠：一追再追，追蹤一些
生活最基本需要……
張晉軒：但佢淨係話準備成
立，以佢嘅老千性格會唔會話
要準備幾年？
Pique Chung：現實：如果非
要喺（呢）依份承諾上加一個
期限的話，我希望係一萬年。
Decade Hin：可能佢捐一半薪
金比（畀）佢老母，咁佢老母
都係長者黎（嚟）既（嘅）！
FFai Lun：定還是我地（哋）
誤會啦，長者係指練乙錚鄭經
翰同明哥呀？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記者 羅旦

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專頁上載多條落
區短片和大量圖片。民建聯新界西立

法會議員、荃灣區區議員陳恒鑌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他早前邀請梁振英去荃灣了解當
區情況，因此他們昨晨10時便到荃灣區，
逗留約兩小時。

劏房戶上樓：開心過中六合彩
梁振英首先到荃灣梨木樹邨，探望當年競
選特首時探過的馮太一家人。他表示，當年

她們還住在劏房，但近年已上公屋，她們一
家人上樓後添了小朋友，馮太向他笑說：
「（上樓）比中六合彩還開心。」
陳恒鑌表示，梁振英昨日帶了他自己種

的莧菜、通心菜、包心菜贈送馮太一家。
馮太向梁振英表示，上樓真的很開心，並
向他反映指，香港社會現時最重要問題還
是住屋問題，期望特區政府未來繼續努力
覓地建屋。
他們並討論香港教育問題，馮太向梁振英

「訴苦」指，她女兒英語能力較差，梁振英
即場毫不吝嗇地向她女兒分享他小時候學習
英文的讀書心得。梁振英並有分享到他閒時
的種菜心得，氣氛相當和諧融洽。
梁振英認為，雖然馮太一家現時住的地方

仍較擠迫，但總算較穩定，租金較劏房低。
他強調，解決房屋問題不二之途，是盡快盡
量增加供應，期望社會各界配合。
其後，梁振英到荃灣海濱視察早前加裝的

旱季節流器，了解處理污水問題；到荃灣石

樓角花園，視察區議員1億元撥款推展社區
項目；以及視察荃灣早前興建的無障礙通
道。

旺角探長者 齊玩遊戲做體操
梁振英中午離開荃灣後，再到旺角街坊福

利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探望長者，與數十名
長者玩遊戲；又和另一批長者做體操。他表
示，「我們為長者提供的，不僅是經濟和醫
療上的支援。」

陳恒鑌：荃灣街坊對CY落區感雀躍
陳恒鑌表示，荃灣區市民對梁振英落區

表示歡迎，更感到很雀躍，「梁振英沿路
去到什麼地方，都有人排隊排長龍跟他合
照。」
他期望其他特區政府官員多落區了解民

情，不要只留在辦公室看文件，但不論支持
政府與否，市民也要以包容心看待，不應作
出任何暴力衝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首梁振英任期只餘約兩個月，但他

堅持繼續「到處走走，聽聽，看

看」，落區視察民情。梁振英昨日

馬不停蹄到荃灣及旺角，視察當區

情況，探望市民及長者，了解基層

弱勢社群需要。他表示，政府施政

離不開市民生活，若要知道政策和

措施具體成效，就要走到現場，到

各地區大街小巷走走、聽聽、看

看，已是多年來的習慣。探訪從劏

房上樓的住戶後，他更強調，解決

房屋問題的不二之途，是盡快盡量

增加供應，期望社會各界配合。

■■梁振英向上樓的馮梁振英向上樓的馮
太贈送自己種的農作太贈送自己種的農作
物物。。左一為陳恒鑌左一為陳恒鑌。。

九龍西立法
會議員小麗老
千 （ 劉 小
麗），選舉時
大 開 空 頭 支
票，包括話當
選後會捐一半
人工在區內成
立義工隊，服
務 區 內 老 人
家，結果捐咗
一次之後就冇咗件事。
「無敵神駒」仇思達現在日日在fb追數，

近日上載小麗老千選舉時，親反對派的網台老
闆鄭經翰、評論員練乙錚和深水埗明哥的支持
單張，「請『全力支持小麗老師』的鄭經翰、
練乙錚和深水埗明哥，全力協助市民追數，督
促劉小麗議員捐出一半薪金。」網民當然百般
揶揄，發埋有聲posts，但小麗老千當然當晒
耳邊風，果然面皮夠厚，確係政棍之材。

■記者 羅旦

「無敵神駒」促向小麗老千追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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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最叻就係講啲
唔講啲，誤導受眾。立
法會內務委員會前日傾

引用特權法調查載有全港選民資料電腦失竊的
事件，結果25票對25票，內會主席李慧琼按議
會慣例投反對票，提出該動議的「熱血公民」
議員蟲泰（鄭松泰）就在fb發帖，話根據「英
國議會的憲制慣例」，主席不應該投票喎。所
謂「香港本土」議員毛孟靜、「新民主同盟」
前議員范國威等紛紛抽水，好多網民亦被誤
導。不過，事實係根據議事規則，主席係一定
要投反對票嗰喎。有網民踢爆後，蟲泰側側膊
兜返「所以我只能話『非常遺憾』」。
警方及私隱專員公署正在調查電腦失竊案，
蟲泰就急不及待要立法會都叉隻腳埋去，話要
用特權法調查，目的其實除咗做吓戲之外，似
乎對查案冇咩幫助，所以出席前日會議嘅建制
派議員普遍唔buy，但支持立會在警方完成調
查後跟進。最後，蟲泰動議以25票贊成，25票
反對打和，李慧琼「一票定音」否決動議。
蟲泰會後在fb發帖，將矛頭指向李慧琼，稱對
方「投下主席裁決票否決了動議」，「對這裁決票
本席非常遺憾。」他並標註稱：「按『英國議會的
憲制慣例』，主席必需（須）『政治中立』，最少
要不評論、不投票。所以，今日呢票CASTING
VOTE的殺傷力有幾大無乜人明白」咁話喎。

據議事規則 主席必投反對票
網媒「100毛」就以蟲泰說法為基礎製圖，稱

李慧琼「喺關鍵一票關鍵咁否決關乎選民利益嘅
議案𠻹，真係多謝晒你呀～」毛孟靜也轉載有關
帖子，貼文稱「你話吖」。范國威更發帖稱「千

古罪人李慧琼」云云。
蟲泰不學無術就話啫，毛做咗幾年議員，范話

晒都係前議員，點會唔知立法會規矩？根據立法
會議事規則第四十六條，議案「須獲得出席會議
的議員的過半數票，方為通過」，蟲泰動議支持
唔過半數，其實李慧琼投唔投票其實都等於不獲
通過；議事規則七十五條，在贊成者及反對者數
目相等時，委員會主席須作決定性表決；七十九
條A，委員會主席作決定性表決時，「不得使待
決議題獲得過半數贊成票而得以通過」，即係只
能投反對票。
蟲泰同毛范，如果唔係無知，就一定係試圖誤

導唔熟悉議會規則嘅市民，抹黑建制派。有好多
網民就真係咁，留言話咩咩「死全家」、「落地
獄」等。不過，也有網民提出質疑。
「Edward Pang」就指：「但議會習慣，當

贊成跟反對平手，因未能得到過半數議員支
持，主席投反對票是一貫做法。這在其他國家
（及地區）都是如此進行。今次唔可以怪內會
主席。」「謝子祺」也指，「當時主席嗰一票
係議事規則規定點投，佢冇得揀。當然，如果
有得揀佢都會反對，但事實係佢冇得揀。無論
幾唔喜歡嗰個人或嗰個黨，都唔可以屈佢。又
或者你根本唔識，咁嘅質素，俾你哋班人有權
香港都唔會好咗。」

側側膊兜返：非常遺憾
蟲泰見有人唔中計，於是側側膊回應：「係既

（嘅），所以我只能話『非常遺憾』。」
李慧琼在fb以《明辨是非》，引述議事規則

有關條文，「希望大家明白，任何人作為內會主
席，都要對議案投下反對票。」 ■記者 羅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柴婧）近
日有報道稱，知名歌手、教育專家陳美齡
獲候任特首林鄭月娥邀請出任教育局局
長，但這可能只是「美麗的誤會」。
《灼見名家》社長文灼非昨日在fb發帖
並引述陳美齡指，她在其新書發佈會上，
不置可否地回應記者提問，就傳出她獲邀
出任教育局局長的報道，令她「嚇了一
跳」。文灼非並笑指「有人諗多咗」：
「香港傳媒行家真是怕『執輸行頭，慘過
敗家』。」
陳美齡從日本回港參加香港書展，上周
四舉行新書發佈會，推介她所寫的新書
《50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入史丹
福》。當時，發佈會嘉賓主持、拔萃男書
院前校長張灼祥席間笑言，陳美齡也許是
教育局局長理想人選，陳美齡當時一笑帶
過。其後，網媒《眾新聞》追問她會否考
慮出任教育局局長，陳美齡則指「如果全
部人希望，大家都希望，我喺任何崗位都
願意。」

文灼非fb解畫：指陳「嚇了一跳」

及後，《眾新聞》報道稱，陳美齡是新
一屆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人選，其他傳媒
即炒作，部分親反對派傳媒更不斷報道有
關陳的「黑材料」。文灼非昨日凌晨在
facebook上表示，陳美齡接受他訪問時指，
對網上鋪天蓋地傳她會出任教育局局長的
報道感到「嚇了一跳」，並指她只是不置
可否地回應記者提問，馬上就成了候任局
長，「沒想到香港新聞可以這樣做。」
文灼非笑指：「香港傳媒行家真是怕

『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其後，他接
受傳媒查詢時，進一步引述陳美齡指，她
只在特首選舉期間，經朋友介紹與林鄭月
娥見過面，傾談教育問題，從未獲正式邀
請出任教育局局長，而在林鄭月娥當選
後，兩人再沒有見過面。
被問到他對陳美齡加入政府的看法時，文

灼非指，陳美齡每年都有回港教書，一直關
心本港教育問題，並非「突然冒出」，而是
有心為教育服務，並對加入政府持開放態
度，尤其她三個兒子已長大。不過，陳美齡
提過自己並非長期居港，是否可以出任官員
亦成問題。文灼非又質疑刊登報道時間，剛

好遇着陳美齡新書發佈，是「有人諗多
咗」。

林鄭：未完成組班 不透露任何情況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被問及有

關問題時說：「為下一屆政府組成有心有
力、有承擔的問責團隊，是我現在的首要
工作。但在這過程中，請大家包容，我不
會在未完成組班工作前透露任何情況，亦
不會就坊間揣測性情況作出評論。」
她指出，在基本法下，特區主要官員均
由行政長官提名、由中央任命，因此必須
待整個問責班子組成後，提請中央政府作
出任命，請大家多一些耐性、一些空間，
讓她完成這項工作。

傳陳美齡掌教局 傳媒疑「諗多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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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都知要
立法會引用特
權法調查，其

實主要目的都係要做場政治大龍鳳
啫，但反對派既然講到調查係咁重
要，又點解唔做戲做全套呢？在內會
前日投票決定用唔用特權法去查失竊
電腦單嘢時，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民
主黨議員涂謹申同許智峯都缺席，激
進「本土派」就群起而攻之，特別係

新界東補選時種下仇口的楊岳橋更成
為眾矢之的，被揶揄「關鍵一席、開
會缺席」。
激進「本土派」的「聚言時報」在

內會後發帖，用咗大大張楊岳橋嘅靚
仔相，揶揄佢「關鍵一席 開會缺
席」、「關鍵一席真係做到嘢喎！」
「香港民族陣綫」轉發該帖子，更寫
道「咁關鍵一席關鍵在果（嗰）一席
落公民黨既（嘅）袋，唔包會到會投

票是很正常的（好似係）」。
搞過「光復」行動的梁金成也發帖，

轉發內會投票記錄，稱「『泛殖民』居
然有人冇出席，白白浪費了去揭露真相
及追究責的機會！你老×！個啲關鍵一
票！個啲乜×一票都不能少嘅××！去
咗邊呀？」「新民主同盟」區議員譚凱
邦也留言稱：「這麼重要的議案，都有
民主派冇出席，爭一票咋！」
反對派講到立會調查咁重要，結果投

票no show，咁就真係講唔過去嘅。喂
阿哥，臨時演員都係演員嚟，唔該專業
少少好冇？ ■記者 羅旦

楊岳橋「關鍵一席、開會缺席」

■文灼非與
陳 美 齡 合
影。

■楊岳橋成為眾矢之
的，被揶揄「關鍵一
席、開會缺席」。

fb圖片
■梁金成發帖稱：「『泛殖民』居然有人冇出席，白
白浪費了去揭露真相及追究責的機會。」 fb圖片

■ 「Edward Pang」
指，主席投反對票是一
貫做法。 fb圖片

■■梁振英與長者玩遊戲梁振英與長者玩遊戲。。

■「無敵神駒」仇思達在fb
追數。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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