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士」撐飯蓋 補選大敗唔認輸

咖喱飯去馬新東 被恥笑人緣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

解決反對派不斷拉布阻撓立法會運

作的問題，早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提出多項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反

對派亦隨即提出修改建議，企圖在

此事上再拉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昨日裁定，批出49項修改《議事規

則》的議案，其中24項修訂由反對

派提出，將於下月6日舉行的立法

會會議上一併討論，當中包括降低

立法會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

門檻的議案，若通過將會大幅減低

反對派藉點人數去拉布甚至造成流

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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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志健慘敗 證明選民徹底否定激進政治歪風

代表反對派出戰的「2047 香港監
察」召集人錢志健，獲多個反對派政黨
支持，反對派大佬李柱銘、公民黨主席
梁家傑等人撐場，其中李柱銘聲稱「泛
民要寸土必爭」，「港人唔能夠畀保皇
黨贏」。但錢志健仍然輸得很難看，這
顯示了人心向背。

不但無反省反而狡辯
資料顯示，錢志健是「佔中金融組」

核心成員兼「佔中十死士」之一。選民
對錢志健的唾棄，其實就是對極端激
進、違法暴力的政治歪風的討厭，渴望

法治穩定。錢志健慘敗後不但沒有反
省，反而聲稱今次他參選是為了捍衛香
港核心價值，因為近年香港正在崩壞云
云。「香港正在崩壞」就是因為錢志健
之流所害，錢志健「捍衛」的所謂香港
核心價值，其實就是「癱瘓中環」、
「核爆香港」、摧毀法治的極端負面的
「價值」。
自由黨主席張宇人不點名質疑錢志

健，在選舉中「不提自己是『佔中』十
死士其中一個，不提在兩份美國報章賣
廣告講香港『佔中』。這些是理念行為
舉止，點解不講給人聽？」張宇人認為

選民應留意候選人的理念哲學及背後政
黨支持，2014年「佔中」時期，「山
頂、西環、薄扶林等地區朋友，發覺
『佔中』帶來好多不便，損害香港。當
時中環、金鐘市面嚴重受影響，灣仔、
銅鑼灣亦波及，除了樓巿股市中小企受
害，生意下滑、金融投資受損，交通更
擠塞，山頂居民至今仍記得『佔中』時
期交通經濟嚴重受影響」。張宇人質
疑，錢志健支持「佔中」，做過「佔中
十死士」，當時他不是區議員尚且如
此，做了區議員，會不會再搞？
錢志健否認他刻意隱瞞曾參與「佔

中」，完全是欲蓋彌彰。事實上，錢志
健在選舉中絕口不提他「佔中十死士」
的身份，這不是刻意隱瞞又是什麼？錢
志健又大言不慚地說，他作為金融界人
士，希望香港能保持公平的營商和投資
環境，避免影響國際投資者投資意慾云
云。這完全是顛倒黑白，事實上，「佔
中」一度令國際投資者卻步，其惡劣影
響很長時間才逐漸消除。
「佔中」違法暴力的政治歪風，對香港
和國家造成許多禍害，包括：損害香港
優良法治傳統，損害營商和投資環境，
煽動暴民政治，港版「顏色革命」危害
國家安全，引發社會撕裂分化，阻礙落
實普選，「違法達義」對青少年洗腦遺
害深遠，鼓吹「不合作運動」令香港難
以管治，損害香港與中央的良好關係。

早日將「佔中」搞手繩之以法

錢志健作為「佔中金融組」核心成員
兼「佔中十死士」之一，罪責難以推
卸。他在補選慘敗，乃是選民對他的懲
罰，更是選民對極端激進、違法暴力的
政治歪風徹底否定。
違法「佔中」已經過去3年，市民對

「佔中」的禍害記憶猶新。「佔中」猶
如打開了暴力的潘朵拉盒子。從此，香
港的暴力團體一個接一個出現，香港的
暴力事件一樁接一樁發生：「光復」行
動、暴力衝擊立法會、暴力衝擊校委
會，旺角暴亂……一度令香港淪為暴戾
之都、動亂之都。
可惜，「佔中」主要搞手至今未承擔

任何法律後果。「佔中十死士」之中，
只有邵家臻被起訴，特區政府必須早日
將「佔中」搞手繩之以法，才能從根本
上消除「佔中」的禍害。

中西區區議會選舉山頂選區上周日進行補選，反對派參選人錢志健隱瞞「佔中

死士」身份，企圖欺騙選民。但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錢志健僅獲394票慘敗，

結果證明山頂選民討厭極端激進、違法暴力的政治歪風，渴望法治穩定，不希望錢志健之流繼續胡

作非為，破壞香港法治理性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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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議規議案批出
49項下月討論

中西區區議會
補選結果噚日凌
晨揭盅，其中喺

山頂選區，做過教育局政治助理嘅自
由黨楊哲安攞到1,378票，大炒只係攞
到394票嘅「佔中十死士」錢志健。選
舉梗係有贏有輸㗎啦，不過錢志健就
有特別嘅「精神勝利法」，話佢哋得
票比前年區選多，去吹奏佢哋「落敗
但沒有輸」，真係人唔笑狗都吠！建
制派就話厚道啫，「本土派」又點會
放過恥笑佢嘅機會吖，成班人寸佢輸
成千票仲喺度死雞撐飯蓋，正好反映
佢作為「死士」但係無死到，同埋佢
的確係一個最叻玩弄數字嘅「芬佬」
（基金經理）！
由錢志健做召集人嘅「2047香港監

察」，本來都認輸兼同支持者耍冧㗎
喇，不過佢本人唔知係咪越諗越唔忿
氣，喺 facebook話自己「落敗但沒有
輸」，因為自由黨嘅得票比「去年」
（其實係前年）跌咗459票、7.52%，
而「2047香港監察」嘅得票就多咗77
票、7.51%，結論係「我們沒有勝出
選舉，但卻贏了人心！」

被恥笑「輸成千票」仲自瀆
嘩，咁都得？屬於「本土派」嘅港大
學生會刊物《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
杰，就cap（截）咗錢志健圖，話自己
睇完「笑到gap gap聲」，「輸成千票
仲喺度打飛g（機），俾（畀）你條友
嬴（贏）到就真係香港民主最黑暗一日
喇。」「腎弟」盧斯達睇完亦都生眼挑
針：「咁打飛機法。」自稱淨係識鬧人
嘅fb專頁「百彈齋主」，今次就好好
口，話建制派輸咗會諗點解之後再嚟
過，但係要班「泛民」、「左膠」、
「黃絲」認錯認輸就難到乜咁，「『失
敗乃成功之母』又有幾多人真係識講，
又識做？輸成千票，都叫無輸，真係
呢……」

「Charles Low」就寸錢志健作為「死
士」但「佔領」行動期間無衝到：「落
敗但無輸，死士都唔死。」「Lee Ka
Fai Hilton」就針對佢基金經理呢個身
份：「玩數字，基金佬最叻。」
「Quentin Cheng」亦都加把口：「芬

佬（基金經理）專長係販賣假希望。」
其他補選結果，喺東華選區方面，民
主黨伍凱欣攞到1,034票當選，獨立嘅
小學校長呂錦强攞到909票，前工黨成
員劉舒燕得20票咁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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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九龍城南角道多個商戶因
不滿港鐵沙中線工程延誤，導
致區內道路將封閉達6年，生
意下跌達20%至40%，昨日傍
晚發起熄燈行動，集體關閉招
牌及店內燈光1小時以示抗
議，要求港鐵在地盤開闢上落
客貨位置；盡快完成工程及清
拆圍板；並向受影響商戶作出
合理賠償。

道路封6年 或至2019年
南角道商戶苦主大聯盟召集

人張華英昨日舉行記者會指
出，由於沙中線在南角道將設
置宋皇臺站出入口，自2013
年起，南角道4號至24號一段
主要行車線被圍封進行工程，
至今足足4年仍未完成。礙於
沙中線工程延期，商戶可能要
等至2019年，圍板才解封，
即道路足足封閉6年。
他表示，經歷數年噪音、封

路，單方面向港鐵及建築公司
反映，情況仍未獲改善，其間
生意下跌達20%至40%，要求
港鐵就他們的經濟損失作賠
償，也未獲回應。他又指，全

條街已有8間店舖結業，有同
一間舖更前後結業4次，商戶
苦不堪言。
經營食肆的周先生說：「最

希望可以開番條路，呢個係燃
眉之急，俾我哋上落貨，兼有
生意做。」
張華英指出，大聯盟於昨日

下午6時發起熄燈一小時行
動，抗議沙中線工程工程延
誤，並獲附近街道店舖支持，
有接近20間商戶響應。
協助商戶的民建聯副秘書長

鄭泳舜及當區區議員吳寶強表
示，雖然《港鐵條例》設有申
索補償機制，但程序繁複及冗
長，部分商戶雖已作出申索，
但一直石沉大海。他們要求港
鐵就商戶的生意損失賠償，長
遠應簡化賠償機制。
港鐵回應傳媒查詢表示，由

於該段行人隧道以明挖回填方
式建造，故需實施臨時交通管
理措施，工程進行期間，曾因
重置地下公共設施的複雜性等
情況，而須延長臨時交通改道
計劃，預計最快明年下半年完
成相關工程及修復道路，並就
造成不便致歉。

■南角道多個商戶因不滿沙中線工程延誤令生意下跌，發起熄燈行動以示
抗議。

網民寸錢志健高難度死撐
Brian Yau：反手倒立打飛機。

Hati Li：打飛機唔係唔得，但係畀

(俾)人吊打完仲要打飛機係咩事。

Charles Low：落敗但無輸，死士都

唔死。

Chio Tsang：手術成功，病人死咗。

Leung Tak Man：階段性勝利，比

（畀）啲掌聲自己！

Charlie Lok：條友唔係話投票率低=

放棄香港咩？媽我好亂呀。

蔡偉德：對手無咗459票，自己淨

係執到77票。

Yau Yau：由一票變兩票係幾多%？

Lee Ka Fai Hilton：玩數字，基金佬

最叻。

Quentin Cheng：芬佬（基金經

理）專長係販賣假希望。

資料來源：fb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立法會建制、反對派共12名議員，早前向梁
君彥提出預告，將於下月6日的會議上，提

出逾60項建議。梁君彥昨日就此作出裁決，強調
考慮到擬議決議案獲准提出並得到通過的話，會
否與基本法不一致或相抵觸，及會否與現行法
例，或《議事規則》的現行條文不一致等因素
後，決定批准49項建議獲准提出，另有16項不准
提出。

全體委會法定人數擬修訂為20人
獲准提出的修訂建議，包括由建制派提出的建

議修訂議事規則第十七條，將立法會全體委員會
的會議法定人數，由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
一、即35人修訂為20人，倘有關修訂可提交審議
及通過，將可抗衡反對派借機突襲，透過點算人
數拉布，甚至釀成流會的問題。
對於有指有關建議不符基本法，梁君彥解釋，

鑒於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並無明文提述全體委員會
的定義，而在其他的司法管轄區的立法機關中，

職能與全體委員會類似的委員會，往往會被視為
立法機關內的委員會，法定人數亦是透過類似
《議事規則》的方式訂明，因此沒有充分理據肯
定現時建制派提出的建議「必然與基本法不一
致」，故批准提上立法會辯論，由立法會決定是
否採納有關建議。

反對派議員14建議被否決
至於被否決的16項修訂，包括公民黨郭榮鏗、

陳淑莊，民主黨胡志偉，「人民力量」陳志全及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等9名反對派議員
提出的14項建議，建制派亦有兩項建議被否決。
另外，反對派亦提出多項動議，包括譴責議員

及傳召官員出席會議等，希望藉此阻止討論修改
議事規則。梁君彥昨日亦裁定，首先討論修改議
事規則的議案，因為已經過議事規則委員會及內
會處理，其後會處理譴責議案，最後才處理傳召
官員出席會議及提交文件的議案，本周末會定出
詳細的議程。

下年 3月立法
會補選，大家食
嘅花生好多都來

自九龍西呢區，係時候試吓新界東
出品。「新民主同盟」前日通過由
咖喱飯（范國威）參加反對派初
選，仲積極考慮緊嘅中大學生會前
會長張秀賢即刻起晒杠，話「同范
國威關係唔係咁好嘅政團會比較願
意同我溝通」，即係明窒咖喱飯人
緣差啫，不過佢又刻意同支持佢嘅
「本土派」保持距離，話咁樣唔代
表自己接近「本土派」，似乎係驚
過唔到確認書呢關。自稱行「務實
本土」路線嘅咖喱飯，就叫張秀賢
撻朵撻清楚啲，講明係「本土派」
邊瓣支持佢喎。有口痕友就覺得佢
兩個都唔會攞到「本土派」啲票，
今鋪一於打和啦！
聽到咖喱飯正式去馬之後，張秀

賢前晚明明幫緊反對派喺區議會補
選拉票，都要同網媒傾吓立法會補
選。佢話雖然咖喱飯嘅議會經驗比
自己多，但自己嘅熱誠和前線經驗
更勝一籌，而且可以同各個派別合
作喎。
不過，佢講講吓又扭扭擰擰，一

邊話有「本土派」支持可以增加參
選嘅「正當性」，但又話咁樣唔代
表自己接近「本土派」，只係反映
「本土派」相信佢可以令成個「非

建制」光譜合作。
張秀賢本身係被控多條妨擾相關

罪名嘅「9男女」之一，但佢話唔
擔心場官司會影響參選，因為「法
庭都未判，判咗都可以上訴」喎。

范國威自詡可獲「本土派」支持
俾人寸人緣差寸到應一應，咖喱

飯還拖話自己做過「民陣」召集
人，最近又同過百個團體反對「一
地兩檢」，能夠同各方協作，加上
5年前立法會選舉只有佢同毛婆
（毛孟靜）提倡「本土」，有信心
得到「本土派」支持喎。
佢仲針對張秀賢無政績無樁腳，

話代表反對派出選嘅人應該有立
場、政績同堅實地區工作，「不能
只有單一一環」，仲叫對方講明得
到邊啲「本土派」支持：「係『勇
武本土』、『港獨』、游蕙禎、黃
台仰定係邊啲呢？『本土派』光譜
都好闊。」
不過，「Chris Yuen」就質疑咖

喱飯得罪咁多人，仲話自己可以同
其他人溝通，「淨係白鴿（民主
黨）、『本土派』射落海都唔會益
你」，而「Angus Hong」就話張秀
賢係「左膠」學聯出身， 幾時有
「本土」過，最後大家嘅結論係：
「所以兩個都唔會攞到『本土』
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輸成千票仲死撐，錢志健俾人寸佢「死雞撐飯蓋」。
網上圖片

■錢志健呢句「落敗但沒有輸」，可以媲美「牛肉粥無
牛」！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