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着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因為搶手機事件，上周六被

捕和被控以4項刑事罪行，不少人都關注建制

派的譴責動議如何處理。提出動議的新民黨主

席葉劉淑儀昨日表示，已向立法會秘書處提交

譴責許智峯的議案，期望在本月23日的立法會

大會上進行討論。她坦言，曾擔心在許智峯已

被警方拘捕、進入調查階段時提出動議會影響

司法機關，但與其他議員討論後，認為程序上

沒有問題，加上立法會的內部調查保密，不會

干預刑事調查，因此決定繼續提出譴責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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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調查無礙司法
葉劉動議譴責峯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續大肆炒作前特首
梁振英的UGL事件，民主黨更
牽頭發起眾籌聲言要「調查」
事件。繼早前向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林卓廷等人發律師信，逐
點反駁對方的「指控」後，梁
振英昨日再要求一眾人等公開
收回誹謗言論。林卓廷聲言不
會收回言論。
梁振英昨日在 facebook 發

帖，表示其律師在上月30日
就民主黨林卓廷、何俊仁、尹
兆堅及吳思諾4人的代表律師
的覆函中，作出了共17頁紙
全面及逐點的駁斥，並指出林
卓廷等人罔顧包括在過去幾年

已經公開的事實和資料，繼續
就他和UGL簽訂的不競爭、
不挖角協議，對他公然和惡意
誹謗。
梁振英續指，其律師早前已

經書面就林卓廷等人的公開發
言和文章所作出最少四項的虛
假指控，指出《誹謗條例》的
刑事責任。
他要求林卓廷等人公開收回

他們作出的所有虛假指控。
林卓廷回應時聲稱，他們對

梁振英的質疑「基於事實並且
合理」，絕對不會收回言論，
又稱其律師正在草擬就梁振英
17頁律師信的回應，日內會回
應。

梁振英再促林卓廷
收回誹謗言論

■梁振英要求林卓廷等人公開收回誹謗言論。 梁振英fb截圖

公民黨
立法會議
員四眼陳

（陳淑莊）有做舞台劇就好多
人都知，但大家都估唔到佢喺
議會嘅表現都咁精彩。「一地
兩檢」草案委員會噚日開會，
平時潑婦罵街嘅佢，突然改變
戲路，一臉委屈咁質疑委員會
主席葉劉淑儀「唔講規矩」，
講到激動處仲喊埋，好似非
常無助咁。唔少網民都留言揶
揄佢「好戲」，話佢之前公民
黨黨慶先同葉劉開心合照，噚
日就懶係嘢咁攻擊葉劉畀觀眾
睇，叫四眼陳不如唔好做議
員，返去做演員吧啦。

忽然要官員解釋附表
四眼陳噚日喺議會度突然

話，自己做議員都係想「講
道理」，仲話自己突然又提
出要官員解釋附表，係想成
個程序「合法合憲」，話要
人順序解返「唔係特登刁
難」喎。雖然葉劉中間回覆
佢話之前解釋條文時已經解
釋咗附表，四眼陳打斷佢繼
續講話要「講規矩」，講講
吓又突然喊埋，真係震驚唔
少網民㗎。
咁喺呢個世界，好多人都好

受 眼 淚 攻 勢
嘅。四眼陳啲
支持者就個個
留 言 叫 佢 加
油，話靠佢頂
住，但唔少留
意開政治新聞
嘅網民都予以
冷笑。
facebook 專

頁「無神論者
的巴別塔」直
言︰「真係愈
來愈憎呢個表
裡不一嘅『鴉
（ 丫 ） 嗚

（烏）婆』，早幾日先笑口西
（噬）西（噬）扮Q咁同葉劉
合照；今日就淪為街市阿婆，
又嘈又盛同另一位師奶葉劉鬥
嘴，×，白痴都知你兩個扯緊
貓尾做緊戲啦！」
「巴別塔」仲對四眼陳話自

己為咗會議發惡夢嘅柔弱言論
免疫，直言「無人有興趣知你
尋（噚）晚發惡夢呀」，揶揄
佢如果只係識得坐喺個位度
「×叫」，不如「慳啲啦」。
公民黨創黨成員林雨陽噚日

都喺fb貼咗四眼陳喺黨慶時同
葉劉一齊影張合照出嚟，再
話︰「據說，今天有黨譚姓議
員被逐，陳姓議員一度落
淚……然後記起上星期見到與
葉劉『同行』。」再加上「覺
得搞笑（hilarious）」。

網民：政治綜援演員
唔少網民都揶揄四眼陳「好

戲」。「Sandy Soon」話︰
「佢都係退出政壇專心做演員
啦！」「Howard Au」亦認
同︰「舞台劇先係佢世界。」
「Chris Tang」質疑︰「係議
員，定係演員？」「Mary
Kwan」最狠，直情話四眼陳
係「政治綜援演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喊住開會扮慘 四眼陳「好戲」

立法會議員昨日於立法會綜合大樓
與駐港總領事和港澳特區名譽領事團成員舉行午宴，就立法
會的工作和彼此關注的議題交換意見。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作
東，並在午宴前主持簡介會，向出席的駐港總領事和名譽領
事團成員介紹立法會的工作。出席午宴的議員包括張宇人、
馬逢國、梁繼昌、麥美娟、黃碧雲、葉建源、葛珮帆、廖長
江、周浩鼎、邵家輝、陳振英、譚文豪、鄭泳舜。

宴 請 領 事

■「無神論者的巴別塔」揶揄陳淑莊做戲。
「無神論者的巴別塔」fb截圖

鑑於許智峯正式被警方拘捕，葉太曾考慮是否需撤回
譴責動議。她昨日向傳媒交代，會繼續有關行動。

她指出，留意到上周末許智峯被警方拘捕扣查，由於案
件進入司法程序，故產生撤回譴責動議的念頭，但昨日與
建制派議員，尤其是具法律背景的議員商量後，普遍意見
均認為應該繼續進行有關譴責動議，故決定向立法會秘書
處提交譴責動議。

參考蟲泰倒插旗案
葉太又指出，建制派議員向她分析，當日「熱血公民」
議員鄭松泰（蟲泰）倒插國旗和區旗事件，鄭同樣已被警
方檢控，但議員謝偉俊亦照常提出譴責動議，既有前例可
援，加上調查委員會屬閉門進行，可以就案情的進度作出
調整，故譴責許智峯動議應不成問題。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議員則指，今次事件「正正顯示出
建制派裡面，並非如某些人所講，是否有『阿爺』的指
示，事件可見我們當中都有廣泛的討論」。
他強調自己也曾參與過相類似的調查委員會，明白調查
時可以做到尊重司法制度。

「各有各查」無問題
另外，立法會過去曾就譴責議員鄭松泰倒插國旗及區旗
而成立調查委員會，曾擔任委員會主席的經民聯議員梁美
芬表示，調查鄭松泰事件期間，法院同時有相關刑事訴
訟，委員會改作閉門研訊，不會影響法庭的審訊，雙方
「各有各做」本身沒有任何問題，因此沒有必要撤回對許
智峯的譴責動議。
梁美芬又表示，法院審訊會視乎法律原則，考慮被告是
否有罪，立法會的調查委員會則會考慮公眾對議員的期
望，以及議會對議員的行為有何準則。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就指，有關行為對女性是極大的侮辱
和不尊重，絕對不能接受，不能不了了之，否則會助長歪
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
舉管理委員會昨日為東區區議會佳曉選
區的候選人舉行簡介會，扎根該區多年
的民建聯「小花」、社區幹事植潔鈴獲
確認提名資格，正式成為3號候選人。
她昨日在簡介會開始前一小時已到達會
場，靜待候選人號碼的抽籤結果。植潔
鈴坦言，選情雖然激烈但仍有信心，會
繼續進行宣傳，及協助更多居民處理問
題，「主動幫助街坊就係爭取支持嘅最
好方法！」
選管會昨晚7時在灣仔戴麟趾夫人訓
練中心地庫體育館為候選人及其代理人
舉行簡介會。選舉主任在確認3名候選
人資格後，抽籤決定3名候選人在選票
上的號碼，依次序是1號報稱「獨立民
生派」的陳真真、2號獲反對派支持的
李鳳琼，及3號獲民建聯及工聯會「雙
牌頭」支持的植潔鈴。

笑言OK手勢宣傳實OK
選管會主席馮驊首先簡介是次補選
的安排、選舉法例及選舉活動指引，其
後由廉政公署首席廉政教育主任（港
島）蘇艷玲及香港郵政總經理（門市業
務）李淑芳，分別解釋《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及郵遞選舉郵件的安
排。
被問到接下來的宣傳策略，植潔鈴

指主動落區服務居民就是爭取支持的最
好方法，「每日我都會抽時間落區，希
望聆聽更多居民嘅意見，幫佢哋解決困
難。」她笑言︰「3號無話啱唔啱心
水，但以後可以擺埋OK手勢同街坊宣
傳，我諗今次（選情）一定OK！」
植潔鈴還說，雖然選情激烈，但對

自己多年來的地區工作有信心，希望憑
着過往在社區的努力，得到每一位街坊
的信任及認同，讓她繼續服務社區。

fb即發選舉廣告獲Like
她在簡介會完結後隨即在其facebook

專頁上載印有候選號碼的選舉廣告，她
在帖文指「候選人編號已經抽出，植潔
鈴嘅候選編號係3號，懇請大家支持3
號植潔鈴，為建設好社區投下神聖一
票」，獲網民紛紛「讚好」支持。
而獲反對派支持的李鳳琼昨日未有

現身，需由其選舉代理人出席簡介會。
東區區議會佳曉選區的原區議員林

翠蓮早前病逝，為填補懸空席位，選舉
會將在下月10日進行補選投票。

入閘選佳曉 植潔鈴抽中3號

&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葛珮帆連續3個月收到恐嚇信，昨
日所收信件更是黏上多隻曱甴（小強）屍
體，拆信的女職員見狀嚇至尖叫跳開，已報
警求助。葛珮帆批評發信者幼稚、無聊，強
調不應以恐嚇方式表達意見，議員也應在免
於驚恐下執行職務。其黨友相信事件與她一
直力撐執法部門、並積極跟進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許智峯強搶手機一事有關。
葛珮帆昨日表示，該恐嚇信在香港寄

出，被壓扁的曱甴屍體遍佈紙張上，極為噁
心，而負責拆信的女職員更嚇至大聲尖叫跳
開，感到十分驚慌，更認為是死亡恐嚇，已
報警求助。
她批評發信者的行為極其幼稚及無聊，

已涉嫌觸犯刑事罪行，強調香港是法治社
會，任何人不應以恐嚇他人的方式表達意
見，立法會議員及所有公職人員都應該在不
被騷擾、免於驚恐下執行職務，而不論任何
形式的恐嚇行為均為嚴重罪行，必須予以正
視，不能姑息。

上月曾收死亡恐嚇
葛珮帆過往多次收到恐嚇信。2016年9

月，剛在立法會選舉連任的她，收到附有白
色粉末和印上「八婆」的字條的信件，驚動
警方爆炸品處理課到場，之後證實粉末只是
麵粉。同年11月，她更收到夾有疑似糞

便、沒寫上任何內容的信件。
多個報名參加今年3月立法會補選的「港
獨」、「自決」分子，包括「香港眾志」常
委周庭，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之後，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及兩名選舉主任於3月接
連收到來自日本的恐嚇信，信中稱要殺死鄭
若驊和選舉主任。多名立法會議員包括葛珮
帆也收到類似內容的恐嚇信。
葛珮帆上月更收到大字寫上「你會

死！」的恐嚇信，內容更極其粗暴：「你條
死×街極之可恥，我就殺了你的朋友先，監
視着你的一舉一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
相信，事件與葛珮帆的議會工作有關，「她
一直都支持執法部門，同時她也曾經想牽頭
提出譴責許智峯，肯定會令激進分子看她不
順眼。」

黨友齊批兇徒無品
他又批評發信者無品，對作為女議員的

葛珮帆施以精神恐嚇，做法恐怖。他強調，
為免再有議員收到類似、甚至更嚴重的恐
嚇，警方應嚴正嚴查，因不論任何立場的議
員都不應受這樣的對待。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認為，任何形式

的恐嚇行為都是香港市民不能接受的，促請
搞事者反思自己的無聊行為，停止作出違
法、破壞、擾亂的行為。

EQ挺查峯 竟收「小強信」

青年民建聯副秘書長植潔鈴參選東區區議會
佳曉選區補選，青民主席顏汶羽亦出盡全力支
持。他日前在facebook上載多張與植潔鈴落區

爭取居民支持的相片，強調雖然目前青民只有植潔鈴參選區議員，
但整個團隊都會全力支持她，因此植潔鈴是「Never Walk Alone
（永遠不會獨行）」。
有見政圈喜以足球論政，顏汶羽也用足球比賽來象徵青民團結一
致的精神，指「入波靠前鋒，贏波靠防守」，雖然自己並非簡尼或
馬甸尼等傳奇球將，但他也會經常提醒自己：「團隊，由傳球開
始！」他又強調青民是一個團隊，每位成員已學懂互相扶持、幫忙
及提點，並一同從錯誤中學習、從經歷中成長。
他又將正在參選的植潔鈴比喻作被鎂光燈聚焦的射手，坦言「雖

然鎂光燈聚焦係（喺）射手身上，但每一個隊友都應該要學識傳
球，沒有傳球就沒有入球！」
青民成立將近14年，顏汶羽同時在文中感謝團隊能順利地「一代
傳一代」，並期望青民能繼續秉持「敢於論政、議政、參政」的精
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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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為東區區議會佳曉選區補選的候選人舉行簡介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葛珮帆收到黏上多隻曱甴屍體的恐嚇信件。
葛珮帆供圖

◀葛珮帆憶述收到恐嚇信時猶有餘悸。 片段截圖

■顏汶羽近日不停落區為植潔鈴爭取居民支持。
顏汶羽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