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區政府即將「換屆」，現屆政府一眾
副局長近日聚首一堂，在政府總部內拍
照留念。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
國在自己的fb「洩密」，上載有關相
片，更發文「有緣相會，江湖再見。雖
不帶走一片雲彩，卻牢記各位的風采」。
是次合照的12位現屆政府的副局

長，包括民政事務局的許曉暉、環境
局的陸恭蕙、運輸及房屋局的邱誠
武、保安局的李家超、食物及衞生局
的陳肇始、教育局的楊潤雄、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的梁敬國、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的劉怡翔、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
陳岳鵬、創新及科技局的鍾偉強，及
兩位已升任局長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蕭偉強、發展局局長馬紹祥。

有人過渡新班子 有人留洋深造
梁敬國在fb「洩密」後，引起了網民
熱議。有人在留言中大讚梁敬國演講風
格風趣，並期望再見到其風采，預祝他
「更上一層樓」。梁敬國一一留言回
覆，笑言自己「梗有機會」。
在現屆副局長之中，盛傳楊潤雄、

陳肇始、李家超及劉怡翔或會過渡新一
屆政府，更可能「更上一層樓」，其餘
的副局均暗示或會另有打算，如陳岳鵬
就稱月中會到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
院，修讀公共行政碩士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12位副局拍「畢業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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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十分重視大橋質量

紀念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今召開
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國家領導人及特首梁振英等出席

失真圖片當令箭 范國威亂屈大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新

華社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

聞發言人昨日介紹，為慶祝香港回歸

20周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今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

施20周年座談會。黨和國家領導人、

特首梁振英及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

出席。

港珠澳大橋爆出
懷疑造假，雖屬個
別事件，反對派為

咗抹黑，當然乘機造謠。有人昨日在fb上
載一張在飛機上向下拍攝大橋的照片，照
片中的大橋顯得「彎彎曲曲」。各激進反
對派就瘋狂轉發有關圖片，質疑大橋係
「豆腐渣」云云，「新民主同盟」前立法
會議員范國威當然唔執輸，share埋一份仲
要發帖唱衰。不過，有網民篤爆，話條橋
顯得彎彎曲曲其實只係因為隔住玻璃影同
埋受引擎氣流影響。結果，唔通你叫呢啲
政客自己認錯呀，梗係刪post當冇事啦！

飛機氣流影響 航拍大橋顯「扭曲」
該幅引起激進反對派「異常興奮」、
「證明」港珠澳大橋係「豆腐渣」嘅照
片，疑係首先由迅智廣告有限公司創辦人
兼創作總監「Yiu Koon Tung」上載至自
己的fb，更發文稱：「本人早前目測『港
豬澳』大橋結構安全～」其後，激進反對
派網民「Sky Walker」懷疑偷圖上載至自
己的fb。
有關帖子在反對派之間瘋傳，網民當然紛
紛借機鬧爆。「Timmy Lai」留言稱：「歪

零歪稱，好似好兒戲。」「Bernice Lo」
稱：「結果就係政府話冇問題預期開放行
車！」「Kam Choy Thomas Chan」更詛咒
「車毁人亡，全部將葬身大海中，死無全
屍，偷工減料，豆腐渣橋，死得人多」云
云。

范冷嘲熱諷出醜 被雙邪助理篤爆
正在找機會唱衰大橋建設的范國威當然

如獲至寶，分別在自己的fb專頁、他營運
的「政治咖哩飯」及和毛孟靜合作的「毛
范本土」fb專頁等「分身」上轉發了「Sky
Walker」的帖子，更留言稱：「大家有冇見
過好似港珠澳大橋咁樣不同高度嘅跨海大
橋？我見過，我真係見過。」
想不到，「仗義」走去澄清嗰個，竟然

係「青症雙邪」Cheap禎（游蕙禎）嘅助理
李宗澤。佢在自己fb發帖，稱「我知好想
拆左（咗）佢但唔代表亂咁放料」，「手
震 or 飛機引擎氣流搞到張相上面嘅野
（嘢）彎彎曲曲唔代表真係咁喎……」他
稱自己近月也多次高空目測「港豬澳」，
並在留言區上載了自己拍攝的照片證明one
人橋並無歪歪斜斜。
李宗澤更去原post「Yiu Koon Tung」的

fb留言，「飛機引擎熱氣／玻璃都會影響到
你影到條橋係波浪形，搞到某位飯前議員
（范國威）都炒左（咗）車啦～～」「Yiu
Koon Tung」死不認錯，回道：「閣下『目
測』一張網上圖片竟可看得出熱氣對玻璃倒
映造成的影像扭曲……果然係犀飛利～」

網民指正錯誤 傳謠者刪帖當無事
李宗澤還擊道：「條橋呢幾個月我真係

睇過唔少次，係咪去到波浪型（形）至少
唔係啦，再者你坐嗰個位的確係引擎後方
黎（嚟），熱氣的確係會影響到我地（哋）
睇嘅影像。我都係咁樣去引證返姐
（啫）！」網民「Raymond Ho」就做炸
兩，指出：「（照片中）機翼彎到咁都估
到咩事。」「Tango Chan」也說：「為咗
做低對家，真係可以去到好盡。」
令謠言在網上熱炒，始作俑者當然有責
任，但范國威身為前議員，為咗抽水連求
證都唔求證一下，就幫手散播謠言，最後
竟然係「獨派」去澄清，世間荒謬事真係
莫此為甚。雖然范國威個fb即時刪帖，當
冇事發生，但少年你太年輕，呢個世界係
有cap圖呢回事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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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赴京，預備出席
是次座談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特區終審

法院非常任法官陳兆愷和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黃
惠沖亦會出席座談會。

兩地專家學者參加研討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發
言人昨日介紹說，屆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央

有關部門負責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部
分主要官員、廣東省人民政府負責人、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成員、從事基本法研究的專家學者將出
席座談會。
發言人續指，今日下午，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還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20周年研討會，內地及香港
從事基本法研究的專家學者將參加研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港珠
澳大橋香港段工程混凝土測試報告涉嫌造
假的事件，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特
區政府十分重視所有工程，包括大橋工程
質量等，在出現不尋常情況時，政府化驗
後即向廉政公署舉報，並派員進行比較大
範圍的測試。特區政府會繼續做好跟進工
作，向社會發放消息。
梁振英昨日傍晚啟程前往北京，出席今
日舉行的基本法實施二十周年座談會前，

在機場回應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的混凝
土測試涉嫌造假事件時強調，特區政府重
視大橋工程質量，土木工程拓展署發現不
尋常情況後，已立即跟進事件，即向廉政
公署舉報，又派員到場做比較大範圍的現
場測試，及舉行記者者會向公眾交代。

發現不尋常立即跟進
他續說，廉政公署日前發表了一個公開
聲明表明，除了現在負責測試的公司和它

的人員外目前沒有資料或證據顯示事件涉
及任何公職人員、承建商或物料供應商，
又強調，政府會繼續做好跟進工作，隨時
向社會發放相關消息。
另外，被問到他是否在任內已出售持

有的DTZ Japan（戴德梁行日本分公司）
股權，以及有否作出申報，梁振英回應
指，有關股權已交予他的信託人負責處
理，並兩度表示已根據制度作出所需的
申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港珠
澳大橋香港段工程爆出混凝土測試
時間涉嫌造假事件，近日又傳出涉
事混凝土樣本被「調包」疑雲。工
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昨日在一個
電台節目上表示，香港在工程建造
及檢測認證行業具國際信譽，今次
事件對行業聲譽造成負面影響，呼
籲當局盡快掌握牽涉混凝土批次，
並進行全面測試。他指出，政府應
檢討跟進措施，在發現造假後應立
即展開調查，而不是簡單歸咎於管
理疏忽而延至近期發現出事後才展
開調查。

盧偉國：測試時間有規範
盧偉國指出，按照業界規範，每

一批混凝土在混合時均需抽樣，製
造成6吋立方體送至試驗所測試，
試驗所會在恒溫中保存7天、14天
或28天再對樣本進行測試。他表
示，以選擇第28天進行測試是基於
技術上，樣本在恒溫儲存條件下，
在第28天時基本已處於穩定狀態。
依照規定，測試時間需在第28天的
前後8小時進行，若超出時間則不
符合規範。

劉正光：可拒用問題材料
有「橋王」之稱的前土木工程署
署長劉正光在同一個節目上表示，
工程合約要求寫明，樣本需在第2
天進行測試並達到相應要求，但涉
事樣本在第30天進行測試，令測試
結果存在1%至2%的差異，雖在質
量上未有太大實質影響，但在合約

精神上完全錯誤，法律上可拒絕接
受使用該批混凝土。
就廉政公署早前再次通知土木工

程拓展署，懷疑檢測存在調包情
況。盧偉國指出，若相關測試並非
以原樣本進行，而是改由其他地方
訂購的混凝土樣本作測試並調校測
試儀時間，令測試看似在既定時間
完成，則情況更加嚴重。
劉正光相信當局現時仍未全面掌

握承辦商在哪些批次的混凝土檢測
上做過手腳，及有否調包情況。他
指出，若能準確確認涉事樣本，根
據其上的資料及條碼，很易查到該
批混凝土用在何處。

「打石屎槍」易行準確度高
政府於上周起以目測及「打石屎

槍」的方式對涉事混凝土進行測
試。劉正光解釋，目測是以眼睛及
手進行觸摸觀察混凝土有無裂痕及
不尋常狀況，是最簡單最可行的方
式，「打石屎槍」則是行之已久的
措施，用槍打向混凝土檢測其厚度
及強度。
他表示，以「打石屎槍」的方

式 進 行 檢 測 ， 準 確 度 可 達
99.9%，且輕便易行、效率高。他
認為，若成功通過目測及「打石
屎槍」檢測後，均未發現問題，
相信相關混凝土亦可證實無問
題。但若檢測結果仍未能令公眾
信服，可對大橋進行數次結構取
芯測試，以釋除公眾疑慮。盧偉
國亦強調，「打石屎槍」的檢測
方法成熟及在業界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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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日出發前往北京，準備參加今日舉行
的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2020周年座談會今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周年座談會今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圖圖
為上月在北京舉辦的為上月在北京舉辦的「「紀念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研討會紀念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研討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澤宗上載
自己在飛機上
拍攝港珠澳大
橋照片，證明
大橋並無彎彎
曲曲。

■12名副局長，在任期即將屆滿之際，難得聚在一起來一個大合照。
商經局副局長梁敬國fb圖片

■■疑為謠言的開端帖疑為謠言的開端帖。。

■■范國威發帖嘲諷大橋，散播謠言。 fb截圖

■■李宗澤發的帖子。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