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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大會上周通過議事

規則修訂後進入聖誕、新年假

期的休會階段，各立法會議員

亦可稍稍鬆一口氣。民建聯一

眾議員昨日就與傳媒一起開派

對，預祝聖誕。一眾議員放下

平日議事廳的認真、嚴肅，扮

鬼扮馬大玩遊戲，更細說各人

的聖誕願望，希望特區政府為

市民減稅、共享成果，更希望

修改議事規則後，特區政府施

政可以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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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建聯宣傳及公關委員會主席
譚榮勳主持下，李慧琼（Star-

ry）、黃定光（象哥）、蔣麗芸
（Ann姐）、周浩鼎等一眾議員，和
民建聯副主席陳勇、青年民建聯主席
顏汶羽及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與傳媒

互動大玩遊戲。

扮鬼扮馬與傳媒玩遊戲
一眾人都相當「玩得」，戴上不

同的聖誕飾品，其中象哥更多次被
黨友裝扮成聖誕老人。在玩猜字詞

的「大電視」遊戲時，一眾議員更
是落力演出，其中猜到「熱狗」一
題時，象哥更不惜與Ann姐扮狗，
全場爆笑。
遊戲後，Starry就帶着黨友讀出民

建聯的6大聖誕願望，包括希望特區

政府為市民減薪俸稅和印花稅、共享
成果，當然不少得房屋和醫療方面的
「人人住好啲」、「有病唔使怕」，
並提到增加長者福利、希望修改議事
規則後施政順暢等（見表），相信都
講中了香港市民的心聲。

民建聯聖誕願望
減稅鬆一鬆（降低薪俸稅）

■將子女免稅額由目前100,000元提高至132,000元

■擴闊薪俸稅邊際稅階，由現時45,000元增至50,000
元，並降低每個稅階的邊際稅稅率1個百分點

人人住好啲（增加房屋供應）

■增撥資源以加快土地供應

■首次置業的香港永久居民從價物業印花稅減半，豁免
按揭保險保費

有病唔使怕（改善醫療服務）

■增撥資源擴充聯網醫院服務，包括增加醫護人手及病
床數目，更新醫療設備

■增撥資源改善公營醫院門診及急症室服務，包括增加
普通科及專科門診輪候名額，增設24小時門診服務

■加強支援罕見疾病及癌症病患者，減輕患者的用藥開
支負擔

長者樂悠悠（改善長者福利）

■65歲申領「生果金」免審查，放寬長津和高額長津資
產上限

■降低醫療券的受惠對象年齡至60歲或以上，並增加金
額至3,000元

■發展居家安老智能系統，撥款讓房委及房協為獨居或
雙居長者鋪設家居智能網絡系統

成果共分享（利民紓困措施）

■寬減2017/18年度75%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
限2萬元

■寬免2018/19年度全年差餉，每戶每季上限2,500元

■向住宅單位業主退還全年地租，上限 4,800元

■寬免公屋租金1個月

天地有正氣

■議會回復秩序，施政暢順，社會和睦

社總致陳校長公開信是典型的招搖撞騙之作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專」）上周
畢業禮，校方一早已公佈典禮中播放國
歌的相關規則，但仍有少數畢業生拒絕
在播放國歌時肅立，更於胸前擺出交叉
手勢，令本應莊嚴的畢業典禮備受滋
擾，校方只得依據校規讓相關學生離
場。

各界讚賞陳校長弘揚正氣
港專校長陳卓禧表示，港專一直以來

都是愛國愛港的學校，從成立開始已掛
五星旗及唱義勇軍進行曲，在奏國歌的
儀式中，學生必須尊重，沒有任何妥協
餘地。
香港各界支持和讚賞陳卓禧校長義正
詞嚴教育學生的行為，認為尊重國家、
熱愛國家是教育的底線。各界為陳校長

點讚，指出香港要驅「獨」弘揚正氣，
必須有更多敢於直斥學生過錯的校長及
教師，才能教導學生明辨是非，才是為
人師表者應有之責。
幾天來，在坊間和各種媒體，很多市

民傳播和讚揚陳校長弘揚師道，體現香
港社會的價值觀。主流輿論亦認為，事
件既揭示大學校園的國家民族意識教育
薄弱亟需改變，也體現學校與教師肩負
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並說明年輕
一代需建立正確的國民觀念。特首林鄭
月娥亦主動提及事件，充分肯定陳校長
的應對態度，強調所有不尊重國歌的行
為都不應該在香港被容忍。

社總公開信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但是，社總卻公然逆主流民意和社會

價值觀而行，在給陳卓禧校長的一封公
開信中聲稱：「作為教育工作者把辦學
團體的政治信仰，強加到學生身上」，
「令學校蒙羞的不是學生，而是校長及
學校自己」。
尊重國歌是普世價值，絕非如社總誣

衊港專「作為教育工作者把辦學團體的
政治信仰，強加到學生身上」。環顧國
際社會，不少國家都有國歌法，美國、
加拿大、俄羅斯、泰國、馬來西亞、新
加坡、日本、菲律賓和印度等，全都有
保護國歌的相關法例。尊重國歌是普世
價值，例如美國學生由小一起，每天在
上第一節課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體起
立，手放胸前，唱國歌，向國旗敬禮並
背誦誓言。從小在耳濡目染、潛移默化
之下，養成了美國人尊重國歌國旗的習

慣。
社總此封公開信，顛倒黑白將侮辱國

歌的行為視為「尊重及捍衛言論自
由」，言論之荒謬，不僅是信口雌黃，
而且是公然踐踏普世價值的行為，應受
到譴責。
在非法「佔中」留下惡名的曾健超，

是社總的外務副會長。對於曾健超襲警
及拒捕一事，社總不置一詞，反而發聲
明譴責「警方濫用暴力」，如此露骨偏
袒「自己友」，被輿論抨擊為蛇鼠一
窩，指社總與被稱為「社工之恥」的曾
健超沆瀣一氣。

社總公開信真正令社工蒙羞
曾健超因襲警及拒捕，被主審裁判官

斥責他將警員作為「出氣袋」和「替罪
羊」，是對社會公義的諷刺。曾健超是
「社工之恥」，他向警員潑液體並拒
捕，罪行性質嚴重，引起社會強烈批
評，但只被判監5個星期，判刑過輕，
社會已發出「輕判罪魁、難以服眾」的

強烈不滿，要求加重刑罰起阻嚇之效。
公眾亦擔心曾健超續任社工，難免教壞
「細路」，青少年恐被其以「社工」包
裝「洗腦」，挑戰警方和法治。
社總的公開信誣衊港專作為「一間歷

史悠久的辦學團體，居然迷失了教育的
本義，把自己的政治立場凌駕教育目
的。」但事實是，港專創辦於 1957
年，使命是「為國家和香港培養人
才」。正如陳校長所言，港專遠在回歸
前已是一間愛國愛港的學校，從成立開
始已掛五星旗，唱國歌《義勇軍進行
曲》，因此受港英政府打壓，資助被取
消，校舍被收回，亦從無放棄愛國立
場。
社總把無懼殖民統治者打壓，從無

放棄愛國立場的港專，誣衊為「迷失
了教育的本義」，完全是殖民主義應
聲蟲的腔調。社總應為此封公然顛倒
黑白，混淆是非，逆主流民意和社會
價值觀而行的公開信，向港專校長陳
卓禧道歉。

以曾健超為骨幹的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給港專校長陳卓禧的公

開信，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典型的招搖撞騙之作，公然干擾學校自主，將學

校政治化，教壞學生。社總應為此封逆主流民意和社會價值觀而行的公開信，向陳校長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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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願望啱聽

號稱「萬
人 台 」 、
「廣受市民

歡迎」嘅《熱血時報》竟然有財政困
難？話說「熱狗前首領」狗達（黃洋
達）喺前日網台節目話要急籌30萬
元，否則《熱時》就過唔到聖誕。不
過，短短唔夠24小時，竟然「最後
武士」，又會咁兒戲嘅？有人就揶
揄，狗達想年尾前「標尾會」，搵返
筆去旅行啫，真係信不信由你，睇嚟
稅局都要查查到底咩事。

平日自詡好好搵 網民：莫財唔合理
成日鬧人賣小強嘅狗達前日就大
賣小強，話今年太多無法預料嘅開
支，而《熱時》嘅營運資金就只係
足夠營運到星期尾，若然呢兩日無
足夠收入就會無法營運落去咁話
喎，仲開埋盤口話要30萬應急。
好憎「熱狗」嘅網民「Antony
Yuen」揶揄狗達成日講到自己嘅節

目幾受歡迎，收入點樣高，現在就
突然話莫財：「完全唔合邏輯，支
持者 10萬（人），課金一集收 9
萬，啲主持十萬八萬一個月，書展
又公布（佈）重（從）未試過咁好
銷量，台慶收到嘅贊助費多到數唔
晒，依頭又嗌窮要眾籌，玩×我地
（哋）咩！」
「Leung Tak Man」也道：「跑
步收＄，行山收＄，少年軍收＄，
狗仔隊收＄……仲有年宵書展賣書
賣產品，咁都要攪（搞）到賣小
強？」「神駒」仇思達當然唔會放
過機會，大鬧：「講×到大仁大義
鬼殺咁嘈又告急又盛，×你老×
按×咗層仁寶大廈（狗達住所）
乜×都夠啦，30萬都無學人做『全
霉大亨』，食屎啦去！」
「陳胤康」則將矛頭指向「熱
狗」主席蟲泰（鄭松泰）：「旗主
（鄭）仲係議員黎（嚟），叫佢資
助咪得囉！」「Thomas Chan」也

道：「博士議員（鄭）話佢哋有成
十萬聽眾，每人捐五十，都有五十
萬，唔係咁孤寒呀？使唔使告
急？」
不過，有網民就突破盲腸。

「Sammie Chung」道：「唔好意思
囉，戲黎（嚟）架（㗎），你睇唔
出咩？」「David Cheung」就道：
「趁年尾出雙糧告急，R（搲）捐
款。」

極速應急解困？「神駒」促稅局介入
估唔到件事真係有戲劇性發展。

狗達昨晚8時多出帖，話感謝大家
支持，「短時間內一呼百應，難題
暫時解決了～～我們會繼續努
力！」仇思達亦好快有反應：「大
家可以向稅務局通報。相信這樣的
雞棚還會搭多幾次，一來以執笠來
催谷死忠捐款，二來汪洋（黃洋
達）不能重投正常工作，無咗個網
台等於人道毀滅，根本不會執。」

「Sam Poon」附和道：「佢班打
手即時貼『捐錢』證據，又想呃班傻
仔比（畀）錢！」「Isaiah Ng」就
道：「幾好，日日×叫就有三十個，
一個月就有……嘩！一年就發啦！」
「Antony Yuen」就質疑：「如果佢
一日籌到30萬，你估佢有幾多係自己
友篤數？」■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新一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日順利出爐，民建聯前主
席譚耀宗逾1,500票成功當選，在退下立法會火線後成為
人代「新丁」。譚耀宗昨日表示，對自己的得票感到滿
意，未來將擔當橋樑向中央表達港人意見，但意見有必
要符合中央政策、憲法及香港基本法。
譚耀宗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自己初次參選已獲得

86%的選票，感到十分感恩，承諾將不負所託，擔當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角色。
被問及他的得票與「票王」陳智思相差145票，他表示沒有深
究當中原因，但相信是流失反對派的票所致，他亦不感驚訝。

滿意結果 非追求「最高票」
他坦言，在拉票的過程中獲得很多愛國愛港選委的支持，

明言會投他一票，實際上他已獲得反對派外的全部票數。他
指，自己並沒有追求「最高票數」的壓力，只是盡力而為爭
取選委支持，故對現時結果感到滿意。
譚耀宗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是香港人和中央之間的橋樑，

有機會與國家領導人見面。日後他亦願意向中央充分反映港人
的意見，包括對「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的看法及意見。
「多數意見一定要反映，少數意見若值得深入研究，我覺
得都值得考慮（反映），但與中央政策、憲法、香港基本法
不符合，我便不會去表達。」他直言，反映一些明顯「不符
合」的意見只會是浪費時間。

願考慮接任常委
就有傳他將接替范徐麗泰擔任常委，他表示樂意為香港及內地做更

多事，加上自己擔任全國政協15年，累積了相關的經驗，若有更多發
展空間會樂意考慮。不過，他坦言要擔任常委「仍有幾關要過」，首
先要爭取其餘35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支持，還要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的投票，「仲有好多過程先會事成」，故現階段不宜透露太多。
他續指，十九大閉幕後，看到國家偉大的發展藍圖，而自己從小亦

希望看到國家不斷進步，人民生活不斷改善，故若有機會投入多些，
可以符合自己一直的期望。
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曾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譚耀

宗認為，本屆特區政府有責任在任期內完成二十三條立法，重新考慮
如何履行此憲制責任，但必須總結上次經驗，作更好鋪排，包括多花
時間向公眾介紹相關內容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立法會議員薪酬穩定有加幅，但
市民對部分未有盡責的議員仍可
獲加人工感到不滿甚至憤怒。立
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議員的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及按年調整

機制。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指出，不時都

有街坊認為議員不應該不停加人
工，而應該衡工量值，按出席率作
加減。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

還款額小組委員會昨日就討論到

按年調整機制的問題，多名議員
均指，營運開支按丙類物價指數
作調整並不合理，因為開支很大
部分均為議員助理的薪酬，若按
有關指數調整，將令他們的薪酬
加幅遠遠落後於公務員的薪酬加
幅，故建議營運開支的七成按公
務員加薪幅度，作為調整開支金
額的基準之一。

何啟明則認為，除了討論實報實
銷的開支外，還應該將議員如何衡
工量值一併討論。他表示，社會上
有不少聲音認為議員不應不停加人
工，應有衡工量值的機制，如按出
席率去加減議員的薪酬，做到有合
理表現才有合理加幅，希望可用委
員會名義與薪津獨立委員會溝通，
看表現不足是否要減人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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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時》呻窮嗌「告急」搲粉獻金「標尾會」？

何啟明倡議員按出席率調薪

■民建聯成
員扮鬼扮馬
與傳媒玩遊
戲。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攝

■狗達呻窮「標尾會」，扮小強搲
粉獻金。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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