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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諮詢無記錄買保單
理大學生會挪用 1500 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多所大學學生會近年被少數激進無品只懂政治上腦的幹事把
持，播「獨」煽暴違法壞事做盡。其中，近年被同學離棄、流失近半會員的理工大學學生會，去年已
因選舉違規令幹事會從缺，而負責長遠決策的學生會評議會前晚再被踢爆，在沒諮詢同學、沒會議記
讓學生會獲穩定收益，提供免會費吸引同學入會。不過大批網民質疑，當中的巨額佣金有利益輸送嫌
疑，認為應向廉政公署舉報。
今大學學生會活躍分子最擅長互
揭黑幕「鬼打鬼」，由理大前會
長黃澤鏗等人聯同校外政治人物組成的
組織「理事亭」前晚在其 fb 專頁爆料，
指該校學生會評議會在未有諮詢會員的
情況下，在去年尾購買了一份 1,500 萬
元的巨額保單，不單事前沒諮詢同學意
見，更甚者是以休會討論形式進行，沒
有留下任何記錄；而評議會更於前晚會
議的議程加入一項「處理及通過2018儲
備基金議案」，打算通過再投入 850 萬
元購買信託基金。而該會議最終流會收
場。

當

擬再投850萬買基金
帖文又提到，評議會打算在往後屆數
免會員會費，只靠投資收益支持學生會
運作，惟有關財務變動並無任何專業人
士參與，並引述有學生會成員透露，即
使共 2,350 萬元的投資取得最高回報，

因流動資金短缺，學生會也會在 5 年後
錄得赤字。

黑箱作業 無視破產危機
「理事亭」其後再發聲明，列出多
點理據譴責及反對評議會決定，批評
如果投入所有儲備資金，無視將來學
生會可能破產的財政危機；而有關財
政調動無諮詢同學意見，且不留下任
何記錄，形同黑箱作業；而程序上學
生會購買資產，即使枱凳也要投標，
但投資 1,500 萬元的保險竟未有招標，
質疑程序正當性，直斥評議會十分兒
戲。
評議會主席葉松青就事件接受傳媒訪
問時亦自爆，隨着理大學生會近年取消
必然會員制，已流失近半會員，今年會
費收入減至約 140 萬元，為讓學生會有
穩健財政，從而免費吸引更多同學入
會，增加代表性，遂購買 1,500 萬元保

額的保險，冀透過收益支持財政。他承
認過程太急而未有招標，但強調沒有收
佣金，也不涉及任何利益瓜葛。據悉，
目前理大全日制本科生及高級文憑學生
約 1.7 萬人，但學生會會員則只有大約
8,600人。

網民質疑「穿櫃桶底」促報廉署
消息曝光後引起各界嘩然，大批網民
於「理事亭」帖文留言討論事件。其中
網民「Rublev Andrei」質疑「係咪穿櫃
桶底？」「Henry Wong」則表示「正
經嘢唔做就買千萬保單，保葉松青出去
唔俾人打啊？」
另有網民則關注 1,500 萬元保單所涉
及的佣金問題，網民「亞信」指：「好
想知邊個係賣保險嗰個，賺佣賺到
笑 ！ 」 「Chung Ching Yip」 更 建 議
「快報 ICAC（廉政公署）！」諷刺事
件不乾不淨。

Rublev Andrei：係咪穿櫃桶底？
警已報安已不。
Henry Wong：正經嘢唔做就買千
萬保單，保葉松青出去唔俾人打
啊？
Carlos Hung：有無回佣有無利益
衝 突 ？ 1,500 萬 投 資 無 會 紀 （ 記
錄）？唔係呀嘛？
Henry YF：ICAC 啦！冇必要「隱
藏家事」。
Raphael King Man Leung：佣金
邊個袋？廉處（署）可介入調查。
張文蔚：我好想知道這保單具體的
內容
小明趙：學生會有咁多錢我都係第
一日知……搞到我都想開返個……
羅小韻：好明顯有人落格，報警
啦。
Kazper Ty Ng：係咪學生會入面有
人賣保險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家彪為民爭公平
冀創造更美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新界
東補選候選人鄧家彪昨日承諾，自己若成功進
入議會，將致力為巿民爭取公平及便利生活環
境，包括政制、交通及青年就業方方面面，冀
爭取市民支持。
鄧家彪昨日在facebook專頁指，最近香港社
會出現各種政治紛爭，及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等
問題。他承諾將會為市民爭取公平正義的社會
環境，冀市民給予他機會，創造更美的社區。

他表示，自己會促使特區政府改革制度，
令資源可以合理分配。同時，致力改善新界
東出行交通，聆聽居民意見及制定一系列
短、中、長期的政策建議，爭取最大改善。
他又指，自己會為了青年的需要及理想，
促使政府鼓勵科技創新，扶持青年創業，創造
更多就業機會及商機。
新界東補選其他參選人還包括黃成智、方
國珊、陳玉娥、趙佩玉、范國威。
■鄧家彪助選團早前舉行鄉郊造勢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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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珮早前舉行造
勢大會。
勢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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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距
離立法會補選還剩下不足一個
月，各候選人都馬不停蹄擺街
站、做宣傳。多名猛人及不同族
裔的支持者近日就到太古城站為
港島區補選候選人、新民黨陳家
珮（Judy）打氣，他們都認為 Judy
年輕、有活力、有能力，能服務
香港。Judy亦在facebook發文感謝
各位支持，並表示堅信香港是一
個文化共融的社會，無論是任何
族裔、任何膚色的香港人，應享
有相同權利，「若我進入立法
會，定當關顧不同族裔市民的需
求，讓大家一起合力建設香
港。」

葉劉淑儀現身打氣
從片段可見，近日到太古城站
為 Judy 打氣的，除了有新民黨主
席葉劉淑儀之外，還有懲教署前
署長彭詢元、恒基兆業地產執行
董事兼香港社區網絡董事及監事
會主席孫國林等。彭詢元表示自
己十分支持 Judy，「我哋希望陳

家珮議員可以順利入到立法會，
為香港造福。」孫國林則說︰
「我覺得陳家珮 Judy 係真正做實
事嘅人，年輕有活力，係可以為
香港服務，我支持4號陳家珮。」
此外，多名不同族裔的支持者
亦為陳家珮打氣，居港多年的韓
國裔宋英蘭就說，陳家珮這位漂
亮又有能力的參選者，大家一定
要多多支持。日本裔若井節子亦
表示支持陳家珮更進一步服務香
港。新民黨中央委員 Vijay Sheth
（石榮基）笑言，最新的幸運號
碼是 4 號，「我們當然支持陳家
珮。」
葉劉淑儀就指出，香港不同行
業朋友都有共同願望，就是希望
香港發展得更好，並與市民一起
呼喊口號為 Judy 加油︰「4 號一定
得」、「支持陳家珮」。陳家珮
亦認為，立法會必須重回秩序，
要恢復效率才能真正為港人解決
問題。
港島區補選的其他候選人尚有
區諾軒、伍廸希、任亮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禍港四人幫」
之一的陳方安生日前到美國接受「奧康納正義獎
（O'Connor Justice Prize）」，其間與多名美國
政客見面，並聲稱在「北京壓力」下，擔心特區
政府透過實施新法律，藉此「打壓」異見人士云
云。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昨日回應表示，堅決
反對任何外部勢力以任何借口干涉香港內部事務
和中國內政，堅決反對香港個別人與外部勢力相
互勾連，詆毀抹黑「一國兩制」和香港法治，公
然鼓動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置香港同胞的尊
嚴與利益於不顧。
外交部駐港公署並說，公署注意到香港特區政
府和社會各界都對此表示反對和義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通訊事
務管理局主席王桂壎因為曾持有通訊類
股票而未有申報，日前宣佈辭職，有人
隨即上綱上線，認為有物業有僭建問題
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亦應該辭職。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回應表示，王桂壎的
個案與鄭若驊的不盡相同，而鄭若驊的
個案已經在多方面處理得到，鄭若驊亦
進入狀態處理律政司司長負責及督導的
工作，大家無謂作不必要聯想。
就着公職人員是否應與政府官員一樣
有品格審查及防止利益衝突，林鄭月娥
表示︰「就着參與公職人士，無論在我
們的制度或在個人的敏感度方面，我時
常都說我是持開放態度，如果我們覺得
這些制度可以加強、可以改善的話，我
們一定會做。」
她續說，是次王桂壎忘記申報一事，
特區政府認為往後去到有關廣播公職的
位置，相關公務員同事或要更提醒加入
這些委員會的人士，因為廣播政策的敏
感性和有關要求要更謹慎地看看自己的
資產，「但對於王桂壎先生在上星期五
即時發現他曾經擁有一個與電訊相關公
司的股票，而疏忽沒有申報，向我請
辭，我接受了他的解釋和請辭，我希望
社會上亦接受他這個舉動。」
至於有人將此事與鄭若驊的狀況比
較，林鄭月娥強調，兩個個案不盡相
同，「我覺得大家亦無謂作不必要聯
想。律政司司長的個案已經在多方面處理得到，
律政司司長亦進入狀態處理在律政司現時很多要
她作為司長負責及督導的工作。」

公器私用被辭職
李軒朗死撐「拒挽留」

謝偉銓分享惠民往績獲落實

多名猛人撐家珮
不同族裔齊支持

陳太勾連外力
公署：堅決反對

未申報個案不同 特首籲勿作聯想

錄下擅自動用多年累積下來的 2,000 多萬元儲備購買巨額保單及基金！評議會主席辯稱，希望藉此舉

網民直指事件有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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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學聯在少數激
進大專學生把持下，千瘡百孔問題叢生，除了本
月初出現截電圖逼走社運「老鬼」的鬧劇外，秘
書長李軒朗周日更被揭發公器私用，利用學聯會
所擺放其任主席的政治組織「九龍角落」的宣傳
物資，形象直插谷底。學聯常委會當日即時「割
席」將他暫停職務，而至周一晚上李軒朗再發聲
明，指已辭去秘書長等職務並就其錯誤行為致歉
云云。而其短短一頁的聲明中，亦煞有介事地三
度強調「無意接受挽留」，似乎暗示自己「值得
挽留」，相當無恥。
學聯會址外近日被發現擺放一批「九龍角落」
之宣傳品，包括易拉架、宣傳單張、印章、新年
揮春等，李軒朗隨後直認是自己所為，又辯稱是
「一時疏忽」，事件中連反對派人士亦瘋狂批評
李公器私用，迫使學聯常委會隨即發聲明暫停其
秘書長職務，等待調查報告結果。

死要面 三度稱「無意接受挽留」
■謝偉銓落
區爭取市民
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補選候
選人謝偉銓昨日在 facebook 發佈短片，
分享自己上屆擔任議員時，其政綱的落
實情況。他指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
首份施政報告已採納其建議，以重設置
業階梯作為方向；統計處今年亦首次統
計港人人均居住面積，顯示其建議逐步
被落實。
謝偉銓在短片中指出，房屋問題若只
看數量是否足夠其實很片面，要解決房
屋問題，他一直提倡要有全面而長遠的
計劃，即重設置業階梯，以照顧不同階
層的人士需要，讓市民拾級而上，改善
居住環境。
他指出，首份施政報告已採納其建
議，以重設置業階梯作為方向，例如首
置上車盤、綠置居等。但他認為這並不
等於成功爭取，明言希望可以完善該政
策，設立更多房屋階梯。

倡設標準 讓民抗樓市風險
他並希望設立一個標準，確保一般市
民住屋開支的比例不會太高，讓市民可
以應付樓市起跌，減低風險。
針對蝸居問題，他在任內多次提出要

訂定私人樓宇的人均居住面積，從而制
定未來土地的房屋供應，確保市民的居
住素質。他又指，統計處今年首次統計
了港人人均居住面積的數字，「總算行
咗第一步！」他承諾，會繼續爭取要求
盡早落實人均居住面積的政策。
有見新一輪居屋將於下月再次開放予
市民申請，謝偉銓亦建議，資助房屋售
價應與申請者的收入掛鈎，從而擴大受
資助範圍。他指出，由於現時資助房屋
的售價與市價掛鈎，令資助房屋的樓價
脫離了市民可以負擔能力。因此，他提
倡多元住屋階梯，包括擴大受資助範
圍、設立不同層級的住屋階梯及納入夾
心階層和中產家庭，以照顧不同巿民的
需要。
為進一步推廣自己的理念，謝偉銓一
連兩天走訪多區宣傳，以爭取選民支
持。他前日及昨日分別到觀塘、太古、
灣仔、銅鑼灣及北角設街站，並在 facebook 專頁分享當日情況。他指出，年近
歲晚，愈來愈多義工支持者一起擺街
站，他會爭取每分每刻與各位巿民見
面，解釋自己的理念。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補選
的候選人還有司馬文。

至前晚，李軒朗「先發制人」發聲明，表示已
辭去學聯秘書長、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有限公司
董事及「九龍角落」主席職務，同時亦煞有介事
三次表示「無意接受挽留」，再就事件致歉，祝
願學聯工作順利。

行會通過海事處職系架構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區政府昨日
宣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接納公務員薪
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第五十七號
報告書有關海事處海事主任及驗船主任職系架構
檢討的全部建議。倘獲立法會批准，與薪酬有關
的建議會由立法會批准後翌月第一天起或今年 8
月 1 日起生效（以較遲者為準）。此外，一般轉
換薪級的辦法會適用於海事主任職級中所有受影
響的在職人員。
薪常會於去年 10 月 31 日就海事處海事主任和
驗船主任職系架構檢討，向行政長官呈交第五十
七號報告書。薪常會的建議包括為海事主任和驗
船主任職系各開設新的助理職級、修訂海事主任
職級的入職條件和薪級，及降低驗船主任職級船
舶職類在取得正式會員資格後的工作經驗要求。
公務員事務局就報告書的內容和建議諮詢相關持
份者（包括海事處管理層及兩個職系的職方），
並於昨日就如何跟進建議，尋求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