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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會見港區人代
談「帶路」灣區港角色

2018年2月22日（星期四）

趙建凱任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根據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發佈消息：趙建凱已於 2
月 21 日抵達香港，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別製作視頻片段，
回顧了公署與香港「一起攜手走過的日子」，
並祝願香港同胞新春快樂。
短片截圖

次會議將於下月初在北京召開，
在禮賓府與 20 多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會面，歷時約兩小時。有出
席者透露，是次會面主要圍繞香
港如何配合「一帶一路」和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兩大重要國策。據
引述，林鄭月娥提到此前在北京
舉辦的「一帶一路」會議獲得中
央重視，而特區政府希望通過該
論壇打開新合作平台，同時讓中
央部委和央企、國企更了解香港
在「一帶一路」可擔當的角色以
及可發揮的作用。

據了解，是次與林鄭月娥會面的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包括譚耀宗、葉國
謙、譚志源、吳秋北、顏寶鈴、黃玉山和
朱葉玉如等。

譚耀宗：發言氣氛熱烈
與會的譚耀宗透露，是次會面主要談到
「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發言氣氛熱
烈。

葉國謙：林鄭介紹政府工作
葉國謙則指，在聆聽人代發言的同時，
林鄭月娥花了半小時介紹特區政府未來的
相關工作。

顏寶鈴：禮賓府會面輕鬆

■林鄭月娥昨日在禮賓府與 20 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會面，歷時約兩小時。圖為早前林鄭月娥在「一帶一路」論壇上發言。
資料圖片
顏寶鈴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透露，
港區人代過往都會在政府總部與特首會
面，是次則改往禮賓府，形式較為輕鬆。
席間，各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對「一帶一
路」及大灣區發展相當雀躍，大家都積極
發言，氣氛熱烈。
她續說，會面中，林鄭月娥首先發言，
以30分鐘詳細介紹「一帶一路」和大灣區
的發展。其間，她關注到香港特區政府如
何協助在內地生活和工作的港人，及內地
港商如何「走出去」等，認為根據過去珠
三角的發展經驗，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政策
上的配合，及特區政府提供足夠資訊、協
助等都是重要的因素，特別是要做到「民
心相通」、「文化共融」等，令港人迅速

融入內地的生活，是重要的配套安排。
另一位與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則引述
林鄭月娥表示，要瞄準國家所需，香港才
能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時發揮所長。
香港特區政府希望通過此前在北京舉行的
「一帶一路」論壇，打開直接與國家重要
企業合作的新合作平台，更希望讓中央部
委和央企、國企更了解香港在「一帶一
路」可擔當的角色及可發揮的作用，並要
繼續發揮創新精神。

邱騰華聶德權：聆聽各界需要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其後介紹
香港特區政府在「一帶一路」方面的工
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則主要

負責介紹大灣區項目。兩位局長均強調，
特區政府將會積極推動有關工作，以及聆
聽各界的需要。
與會者透露，特區政府介紹負責統籌香
港參與大灣區發展、即將成立的「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以積極推動香港各
界參與大灣區的發展，及推動政策突破，
促進香港與大灣區城市的人流、物流、資
金流、信息流，並會繼續積極向內地有關
部門反映意見，爭取更多便利港人在內地
發展的政策措施。
與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均認為，中央
十分重視人代的意見，大家應該善用全國
人大渠道，為香港在「一帶一路」和大灣
區的發展上發揮作用。

建制派批英議員
「出口術」
干預港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個別英
國國會議員三番四次干預香港事務，有人就
公開質疑英國首相文翠珊早前訪華時未有向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開談及香港人權問
題。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英國在脫歐後面對諸多問題，而
有關人等作為當地的民選議員，應以自己的
國家福祉為優先，搞好自己的事務，而非去
挑撥、干預中國，損人不利己。
文翠珊於上月底至本月初，展開為期 3
天的訪華活動。事前，有個別英國國會議
員已「出口術」，向文翠珊施壓，要求她
與習近平會面時提出「香港眾志」周庭參
加立法會補選提名資格無效一事，但最終
文翠珊沒有按照他們的指揮棒行事。
英 國 工 黨 影 子 外 交 國 務 大 臣 Helen
Goodman，日前在下議院質問文翠珊為何

未有在訪華期間公開談及人權問題，「是
不是因為她不關心，或者如此迫切地想簽
署貿易協議？」
英 國 外 交 部 國 務 大 臣 田 銘 祺 （Mark
Field） 回應時稱，文翠珊有在私下提出
有關問題，又謂外交部在上年發表的《香
港問題半年報告》中已經表明「一國兩
制」必須繼續運作良好，會繼續留意周庭
在立法會補選中的提名等最新事宜云云。

梁志祥：狼子之心明顯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表
示，由獲悉文翠珊將到中國訪問開始，直
到她訪問完畢返回英國為止，個別英國國
會議員就以各種手段抹黑中國，更挑撥港
人對抗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情緒，其狼子之
心相當明顯。

他直言，英國政府脫歐後，經濟、國際
影響力等均面對嚴峻的挑戰。身為英國國
會議員，有關人等應該為自己的國家出
力，搞好經濟，塑造一個安居樂業的社
會，才不負選民期望，而非無事生非，挑
起國與國之間糾紛。

陳恒鑌：舊套路夾硬批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指出，文翠珊
在訪華時的表現，反映英國執政黨感受到
中國正騰飛，影響力與日俱增，必須與之
建立一套良好的合作關係，才能帶動英國
繼續發展，但有些英國國會議員「食古不
化」，只懂以舊套路夾硬批評別國的「人
權問題」。
他認為，很多西方國家的人權情況惡
劣，早已為人詬病，奉勸這些西方國家某

些政客先做好本分，搞好自己國內的人
權，特別是種族歧視等問題，不要經常做
一些「麻鷹唔管、管雞仔」、令人煩厭的
行為。

何啟明：抹黑中國轉移視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也認為，這批
外國政客提出的「訴求」，連本身所屬的
政府也不能接受，但文翠珊擔心影響到自
己的政治生命，不敢開罪自己在國內政治
對手，就聲稱「私下」曾經反映這些令人
發笑的回應。
他認為，英國本土存在很多問題，作為
該國的民選國會議員，應該思考如何令已
「日落」的英國再登高峰的方法，而不是
只懂以挑撥離間的手段，借抹黑中國來轉
移視線，迴避解決自己國民面對的問題。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此前在另
一電台訪問中話該黨不贊成政府直接
向市民派錢，而是善用財政盈餘協助
無資產的市民，資助他們的日常開
支。
其後，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突然改
口，話以往「派糖」如公屋免租、生
果金及綜援出「雙糧」等，都未能惠
及所有市民，故同意政府應「還富於
民」喎。
慢咇就再發帖，話：「到底民主黨
支唔支持全民直接回水？點解好似日
日講嘅都有 D（啲）唔同？」其支持
者 就 紛 紛 附 和 。 「Andy Yip」 稱 ：
「我最唔明係點解你地（哋）講立場
政策邏輯原則時仲可以 take 民主黨
（or 飯 民 ） seriously…… 算 × 數
啦！」「李世民」則稱：「×你而
（）家 d（啲）飯民議員晚晚發 d
（啲）唔同嘅夢第朝訓（瞓）未醒仲
發緊開口夢就亂答。」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劉慧卿紙尿褲」登陸日本？

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
「退出政壇」後轉賣「自
己品牌」的紙尿褲？有網
民近日發現，日本網購平台樂天市場
（Rakuten） 的 中 文 官 網 ， 竟 將 所 有 內 含
「Emily」一字的產品譯為「劉慧卿」，產品
就包括紙尿褲、涼鞋甚至玩具火車頭，真係唔
知就嚇一跳，知咗就得啖笑囉！
2013 年，一名外國大隻男想在手臂上以中
文紋上女友「Emily」的名字，但懷疑紋身師
直接將「Emily」打上 Google 翻譯，結果將
「Emily」翻譯作「劉慧卿」，更直接紋在大
隻男身上，令不少人笑得開懷，想不到近日就
「歷史重演」：有網民發現樂天市場的官網，
就將所有內含「Emily」一字逾 200 項商品，
都譯作「劉慧卿」。
這些產品包括什麼呢？包括「劉慧卿玫瑰紙
尿褲蛋糕」、「男人的冬季涼鞋劉慧卿」，連
名牌 LV 的錢包「long wallet wallet Emily」都
變成「長錢包錢包──劉慧卿」、「men's
women's Damier wallet-Emily」變成「零錢包
和男裝女裝雙色格子錢包──劉慧卿」。
最「驚嚇」的，還是一款卡通湯瑪仕火車頭
的玩具，竟譯作「中國人民解放軍鐵路 TS
13 劉慧卿 Thomas 火車頭」。
原 來 ， 只 要 在 Google 翻 譯 中 輸 入
「Emily」，中文翻譯會出現「艾米莉」、
「艾米麗」、「埃米莉」，而第四個翻譯建議
就是「劉慧卿」。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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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 Chan」更稱：「呢 d（啲）係
離地白痴！」「Eddy Tam」也道：
「唔該（郭家麒）醫咗自己個腦先
啦！」

揶揄鴿黨話「唔派又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時
值新春佳節，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特別製作視頻片段，回顧了公署
與香港「一起攜手走過的日子」，
並祝願香港同胞新春快樂。
短片開首就展現了公署「擔當進
取、開拓創新」的作風：駐港公署
與香港共同度過的每一幕在激昂喜
慶的音樂中重現在觀眾眼前，包括
去年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國家主
席習近平來港視察、林鄭月娥當選
新一任特首，以及公署對香港回歸
祖國的祝願。
短片其後呈現了香港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的多個重要里程碑，包括
特首林鄭月娥出席亞洲太平洋經濟
合作會議的片段，呈現公署「大國
外交新氣象、助力香港再起航」的
目標，還回顧了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謝鋒陪同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到港珠
澳大橋視察，見證香港一步一步穩
健發展。
短片引述了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
來港視察，在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
就職典禮上發表的重要講話，「20
年來，香港依託祖國、面向世界、
益以新創，不斷塑造自己的現代化
風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 」
不少參加「一帶一路」俄羅斯經
濟文化考察團的香港大學生亦在片
段中亮相，他們面帶喜悅地走訪中
國駐聖彼得堡領事館，分享香港在
中共領導下，穩健發展的喜悅。
短片還呈現了當年峇里島火山爆
發時，港人受困的無助，一幕又一
幕滯留機場的情景，幸得公署作為
後盾，為身處國外的港人提供協
助，度過困境。
謝鋒表示，「香港同胞走到哪
裡，祖國的領事保護就跟到哪
裡。」
自 2017 年起，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與外
交部、中國駐外領使館及特區政府入境處合
作，處理逾 600 宗涉港領事保護案件，實現
「全天候、零時差、無障礙」地為港人服務。

■日本網購平台樂天市場中文官網，竟將所有
內含「Emily」一字的產品譯為「劉慧卿」。

慢咇借派錢插訟黨鴿黨「白痴」

派唔派錢，觀點
&
與角度。一直同其
他反對派「行埋」
要人團結，但選舉時就經常背後插
人針嘅「人民力量」，其立法會議
員陳志全（慢咇）就借派錢與否一
事插其他反對派，包括揶揄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及「唔派又
派」嘅民主黨。其支持者就附和，
更形容其他反對派係「離地白
痴」。
郭家麒此前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就
稱，他不贊成新年度預算案向每名市
民派錢，而應投放更多資源在公共開
支上，包括增加醫療開支，派錢則無
辦法針對安老服務等長遠財政規劃等
等。
慢咇在 fb 轉發有關新聞時揶揄郭家
麒：「相信冇人會反對政府增加醫療
開支，但這跟全民直接回水並無衝
突。增建醫院、增加醫護人員人手，
不是一年半載間的事。市民手上多一
萬幾千，有乜頭暈身慶（㷫），唔想
花幾個鐘頭等急症室，都可以選擇睇
私家醫生，有乜唔好呢？」
其支持者就鬧爆郭家麒。「Aaron
Ten」稱：「這些人上人，講極都唔
明或者紅着眼扮唔明，放棄佢啦！」

駐港公署拍片 憶與港「走過的日子」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陳志全揶揄民主黨話「唔派又派」。

庫房「大水浸」郭榮鏗梁繼昌反對派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將於下周三發表新年度財政預算
案。由於有傳庫房再現「水浸」，坊間派錢
之聲不絕，立法會「專業議政」數名議員對
是否派錢持不同的意見。
社會福利界的邵家臻稱，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早前通過增加綜援標準金額 1.4%時，無論
是反對派及建制派都有很大意見，認為加幅
極低，故他聯絡了多個民間組織，要求政府
檢討增幅方案，及降低長者生活津貼的申領
年齡。
他並於農曆年前去信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
參與聯署，倘各黨派均同意，期望可於下周
一舉行記者會，表達訴求。
他又認為，特區政府倘「水浸」而「無處
花錢」，應當向 65 歲以上長者每月直接派發
3,500元，及將盈餘投放在民間社會發展基金
及為關愛基金作融資安排，此舉較人人有份
的一次過派錢更有效益。

■「專業議政」數名議員對是否派錢持不同
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法律界的郭榮鏗及會計界的梁繼昌則稱，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提出具有願景的
建議，將盈餘用得其所，例如放在醫療、教
育及福利等方面，並形容派錢短視，而以上
次派錢就花了 1,000 萬元的昂貴行政費來看
並不值得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