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青年民

建聯今年 9 月發表

「 青 年 政 策 建 議

書」，就青年學業、

參政、就業、住房等

的政策提出建議，其

後不斷落區、擺街

站，聆聽年輕人的意

見，了解到更多年輕

人的想法。青年民建

聯昨日透露，將於明

年初發表新一份「青

年政策建議書」，將

加入 6 項重點新建

議，包括一些惠及在

內地升學的年輕人的

措施，便利他們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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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干擾人代選舉 違反民主自暴其醜

新一屆港區人大代表選舉昨早依據選
舉辦法進行，近2,000名選舉會議成員以
全票制選出36名人大代表。反對派於今
次選舉手持約200票，於是利用手中選票
干擾選舉，把選舉當作表演政治騷的舞
台，企圖撈取政治利益。首先是「㩒
低」建制派中聲望較高的參選人，以及
反「佔中」立場鮮明堅定的參選人；其
次是連自己人也不放過，曾反「佔中」
的反對派參選人也被杯葛，這暴露反對
派最不講民主，容不下不同意見。

為干擾選舉大搞陰謀詭計
今屆港區人大代表選舉，由49人爭奪
36席，由於採取全票制，每人均需投36

票，即當選者動輒得票逾千張，令只得
200票左右的反對派難以左右大局。雖然
如此，反對派仍竭盡全力干擾選舉。
據報道，反對派十多位成員16日開

會商討投票策略，發言人郭榮鏗表示，
會上已達成共識，選出36名候選人名
單，但不會公開，並呼籲「民主派」選
委跟隨名單投票。
民主黨副主席、社福界選委羅健熙在

fb表示，「民主派」應在投票前一小時
才把推薦名單給予「泛民」選委「照
剔」，他解釋只有保密行動和投票，才
能達至「攪局」的效果云云。
有反對派中人指，「民主派」選委

325人中，只有225人登記成為人大代

表選委，從未被杯葛的陳智思及被杯葛
的譚耀宗票數，粗略估計「泛民」有
150人左右投票。該人士直言，若所有
「泛民」選委投票，名單最後兩席，即
洪為民及王敏剛便會被拉下馬。

「㩒低」部分建制派參選人票數
據稱，反對派推出「不可投票名

單」，當中包括：民建聯前主席譚耀
宗、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立法會財委
會前主席吳亮星、經民聯洪為民、中小
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律師會
前會長林新強、現任人大代表王敏剛、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觀塘區議會主
席陳振彬、敬言仁基金主席陳亨利等，

亦包括反「佔中」的反對派高教界選委
王凱峰。
反對派「㩒低」部分他們不滿的建制

派參選人票數。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是
建制派德高望重人士，但今次只得中游
票數，原因就是失去反對派選票所致。
有反對派選委透露，譚耀宗上周三到立
法會示威區「撐場」、支持修改議事規
則，其間直言「終於等到呢一日」，引
起反對派不滿，故將譚耀宗列在「不投
名單」，以報復譚耀宗。有反對派選委
又透露，狙擊廖長江是基於他主導修改
立法會議事規則。
建制派部分反「佔中」立場鮮明堅定

的參選人，如吳秋北、陳曼琪等，亦被
壓低票數。兩名現任人大代表吳亮星及
王敏剛排名大跌，排名分別由第8及第
9位，跌至第28及第36位，王敏剛更包
尾入局。吳亮星上屆主持立法會財委
會，審議新界東北撥款果斷剪布，反對
派懷恨在心；而王敏剛多年來要求就23

條立法，立場鮮明反對「港獨」。有意
見分析，這是由於反對派杯葛，令兩人
得票大跌。

連自己人也不放過
反對派高教界選委王凱峰坦言，對被

「泛民」DQ感到驚訝，他強調自己過去
立場、行事是徹頭徹尾的非建制派，倘只
以他個人不支持以違法手段爭取「真普
選」而被DQ，那麼「泛民」口中的「民
主」尺度，實在比建制派更值得質疑。
反對派為干擾人代選舉，大搞陰謀詭

計，行為卑劣可恥，完全違反民主選舉公
平公正公開和光明磊落的原則。魯迅先生
說：「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
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反對派
在人代選舉搗鬼，雖然「㩒低」了部分建
制派參選人票數，但不能改寫選舉的結
果，尤其是反對派連自己人也不放過，暴
露了反對派最不講民主，最不光明磊落，
最終是自暴其醜。

反對派干擾人大代表選舉，把選舉當作表演政治騷的舞台，企圖撈取政治利

益。不僅「㩒低」部分建制派參選人票數，而且連自己人也不放過，最不講民

主，容不下不同意見。反對派為干擾人代選舉，大搞陰謀詭計，行為卑劣可恥，完全違反民主選舉

公平公正公開和光明磊落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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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民明春推六招
兩地港青同受惠

6項重點新建議之一，包括要求特區政府確立諮詢架構中的青年委員比例。青年
民建聯主席顏汶羽介紹，特區政府現時希
望提升政府委員會的青年委員比例至
15%，惟他們認為不應以所有委員會的青
年比例計算，而是各個委員會均應有一定
的青年比例，讓年輕人的聲音更為普及。
在教育方面，青年民建聯建議將自資院

校的學費資助擴展至企業營運的學院，例
如港鐵學院等，並改善可持續進修基金，
將資助由現時1萬元增加至兩萬元，並可
無限次申請，提升年輕人的競爭力。

銜接學位拓至內地學府
他們並建議，將現行的「銜接學位課程

試行計劃」擴展至更多內地學府，讓完成
副學士學位的年輕人，即使不能銜接本地
大學，亦有多一個升學出路。
新建議書同時關注到在內地升學的香港

年輕人。顏汶羽指，透過與在廣州升學的
港青交流，明白到他們的訴求，包括希望
取消長途電話及漫遊收費、便利港人申領
內地身份證明文件，及在內地設立一站式
服務站，讓不熟悉內地環境、法例、法規
的港人在內地生活時，不用再摸不着頭
腦。
展望來年的工作，顏汶羽指，現時在內

地讀書的港生已有逾萬人，青民將會多關
心他們，並透過學生會等組織加強與他們
的聯繫，提供協助及支援。青民亦會繼續
支援全港18區的支部舉辦青年活動，例如
面試技巧、口試練習等。

配同企業智庫實習機會
落區期間，顏汶羽亦聆聽到不少年輕人

對本地實習機會的需求，很多學生反映學

校課程沒有安排實習機會，因此青年民建
聯決定擔當「中間人」，向本港不同範疇
的企業收集實習空缺，同時邀請年輕人面
試，繼而進行配對。
他透露，現時已向不少企業發出第一波

的邀請，並得到一些回覆，下一波冀可為
年輕人爭取到智庫實習的機會，而整體的
實習機會數目現時未確定，但希望愈多愈
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年度財政預
算案將於明年2月28日出爐，自由黨昨日向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就財政預算提交建議。該黨認為，
今年特區政府庫房「水浸」，應該利用豐厚的盈
餘協助中小企和市民，包括降低利得稅、調高薪
俸稅個人免稅額等。

利得稅降至15%保競爭力
出席會面者包括自由黨黨魁鍾國斌、主席張宇

人、立法會議員易志明及邵家輝。張宇人在會面
後指，特區政府多年前因財赤把利得稅加至
16.5%，作為短期應變措施，與巿民共渡時艱。如
今特區政府庫房「水浸」，各界均預料本年度的
財政盈餘將逾1,000億元，理應把利得稅回復至
15%的水平，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
自由黨並建議調高薪俸稅個人免稅額至15萬

元，及退還薪俸稅75%，設上限為4萬元。張宇
人認為，此舉將可令月入大約3萬元、較低收入
的中產階級真正享有更大的退稅。邵家輝則提到
有關烈酒稅的寬減，又建議寬減或凍結各類牌費
及商業車輛首次登記稅至3.7%。
為推動環保持續發展，自由黨認為，特區政府

去年取消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後，訂立上限
9.75萬元的寬免額不足，建議政府適度調高該寬
免額予舊車換新車的車主，收回的稅款應考慮成
立專項，用於加強充電基礎建設。

退首次登記稅鼓勵劏舊車
該黨並建議增設私家車註銷的退稅制度，若私家車車主

在10年期內註銷現有車輛，可按剩餘年期比例退回首次
登記稅，每年退回10%，以鼓勵車主提早註銷舊型車輛。
在促進經濟產業發展方面，自由黨認為特區政府應利用

庫房盈餘協助中小企，建議增加「中小企市場推廣基金」
資助額至30萬元，繼續投放5億元以支持時裝業界的發
展，及考慮為其他傳統產業或新興產業提出類同的財政資
助，以實現產業多元化的目標。
面對嚴重青黃不接的弱勢行業，該黨建議特區政府應加

大資助力度，例如增加渡輪業新入職津貼，以吸引更多新
人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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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
昨日傍晚與深水埗明哥、
「餃掂」劉先生及工聯會
區議員陳穎欣，一起向街
坊送暖，送上明哥飯盒同
小劉餃子，「在這個寒冷
的 冬 日 ， 讓 大 家 暖 笠
笠。」
鄭泳舜昨日在 fb上載了

有關照片，並寫道：「明
哥一直以自己作為榜樣，
感染身邊的朋友、行家、
社區人士，鼓勵大家用自
己的能力去回饋社區。希
望明哥的善心能感染大
家，一齊為社區、為街坊
出一分力呀。」
他並感謝各位義工幫

忙，「大家的熱情真係令
現場環境暖笠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鄭泳舜夥明哥落區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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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泳舜等到深水埗向街坊送暖。

西瓜琦
（ 梁 天
琦 ） 退

出，偉哥仰（黃台仰）同
爭啲噏唔出佢個名嘅李東
昇又疑似着咗草，「本民
前」三條支柱一下子無
晒，不過因為選票等種種
利益而同「本民前」擘面
嘅「熱狗」，班大粒嘅亦
都唔見佢哋熱烈地彈琴熱
烈地唱，相反「下面反應
好大」，班細嘅寸西瓜琦
「搵夠就收」，搞冧「本
土派」嘅任務完成喎。
「熱狗」過氣「首領」
狗達（黃洋達）前日喺
facebook些牙（分享）《熱
血時報》嘅有關報道時，
就乜都無講過，而佢太座
殘獸胃（陳秀慧）亦都只

係講咗句「是但啦」。
最多嘢講嘅就係舊年選

舉同西瓜琦比較多摩擦嘅
「城邦派國師」傻根，先
嚟一句「『本民前』收檔
了」，再提返西瓜琦之前
講過希望「唔流血而得到
民主」，答案就係佢嘅
「永續基本法」，只係舊
年選民唔識貨，「不過也
不要再想，陳雲 haters
（仇家）也不要再罵陳
雲。」
西瓜琦退黨原因係希望

喺審訊前「陪伴至親」，
不過就連佢自己亦都親口
講過，佢同兩老感情唔深
喎，「YK Keung」就鬧佢
「正一冚×剷，借父母過
橋嚟博個官同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喺民主黨釘書健（林
子健）單奇案中起朵嘅

網媒《傳真社》，到咗年尾就大呻冇錢，話剩
返嘅資金只夠運作到本月底，要急籌差唔多四
球嘢應付下年開支，叫人課金支持佢哋。不
過，佢哋似乎就冇可能喺班「黃絲」嘅手指罅
度攞到一個鏰嘞，因為班「黃絲」方丈仲記住
佢哋點樣篤爆釘書健講大話，叫佢哋如果撲水
就過主喎。有人就頂唔順班「黃絲」一時又話
新聞自由，一時又要操控媒體，揶揄︰「總知
（之）反『泛民』就係鬼啦！」
《傳真社》話佢哋兩年前成立至今籌到780

萬，但係計計埋埋記者人工、屋租、水電煤、
查冊、海外偵查等支出，每年要使380萬，雖
然已經開源節流，炒咗兩個記者同埋再搞眾籌
項目，但𠵱 家只係剩返廿零萬，只夠運作到本
月底，叫人如果唔想睇住佢哋死，就要參與佢
哋個訂閱計劃，希望籌到380萬蚊，就算無咁
多都希望頂得一時得一時。

踢爆釘書健 被質疑係鬼
為咗籌旗，一向標榜「中立」嘅《傳真

社》，仲向自命最樂於支持小本經營嘅「黃
絲」跪低，話佢哋都「犯過錯」，累積寶貴經
驗。邊單？估都估到係釘書健單嘢啦，當時佢
哋俾班「黃絲」兇兩兇，仲改咗「黃絲」覺得
「偏頗」嘅標題。
犯「黃絲」者，跪低未叩頭都唔使旨意當冇
事！好似「FFai Lun」就「讚」《傳真社》喺
釘書健單嘢做得咁好，「黨應該好快會幫
你」，「當日佢哋確實係配合個大龍鳳，報道
一出街即時拘捕喎，而一個咁專業嘅媒體，又
竟然犯咗咁嚴重未審先判問題，配合主旋律輿
論，又唔係好可疑咩？」

「H.c. Leung」更加質疑佢哋係「鬼」，
「差佬下死命（令）唔可以畀傳媒拎片，你拎
到？毒果（《蘋果》）玩咁多年狗仔都拎唔到
喎。」「Chris Chan」就覺得單嘢令佢哋得罪
「黃絲」，「仲邊有人捐錢畀你？『本土』班人又無
錢嘅，少理政治嗰班就更加唔會捐畀你喇！」
平時又話新聞自由，呢刻人哋揭穿大話都唔
得，唔少網民都頂班「黃絲」唔順。
「Michael Wong」就話：「傳媒本身就應該中
立，林子健自己×咗，怪得邊個？佢哋講返真
相有咩問題？」「Ah Don」亦都話：「總知
（之）反『泛民』就係鬼啦OK？」 「Man
Le」就表明會再課金，「正因為林子健事件，
為報道真相，無懼得罪『泛民』霸權，相信你
哋好過相信『泛民』成日講關鍵一席。」

年使380萬 月出2.6單料
有網民就質疑《傳真社》個運作模式根本維

唔到皮。「Kai Lung Ho」認為佢哋喺釘書健
單嘢根本無錯，「不過，次次要眾籌，仍未找
到自負盈虧之路，都唔係辦法。」「Jason
Jason」就話佢哋每年要使380萬，但平均每月
只係出2.6篇新聞，「成本好高，或者個CEO
人工好高，福利好。」「查理」就不滿佢哋唔
早響，「係都早幾個月講啦！咁急財務公司都
唔得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傳真社又籌旗 黃絲乘機翻舊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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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琦收皮 被寸搵夠上岸

■青年民建聯昨透露，將於明年初發表新一份「青年政策建議書」，將加入6項重點新
建議，包括一些惠及在內地升學的年輕人的措施，便利他們的生活。

■ 《 傳 真
社》創辦人
吳曉東在fb
直播講述財
困。
fb直播截圖

■傻根寸「本民前」收檔。 fb截圖

■自由黨昨
向財政司司
長就財政預
算 提 交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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