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候選人李卓人搞咗幾廿年所謂「工運」，一

直都俾人質疑譁眾取寵、有水就抽，但好多時都係抽水抽着火

水，今次亦都唔例外。佢同班反對派「左膠」攞咗世界經濟論壇份2018年全球

競爭力報告嚟捽，結果就捽到香港喺一個分項入面嘅一個小項叫「勞工權益」攞

唔到分，最後就話香港喺全球140個經濟體當中「包尾」，當然唔少得大肆攻擊

政府啦，劇本嚟㗎嘛。不過，原來呢條數係根據國際工會聯合會（ITUC）一個指

數得出嚟，指數入面有成45個地方同香港同級或者更低。有通識老師就提醒學生

唔好好似班「左膠」咁做「標題黨」，要學曉明辨是非。有網民就覺得李卓人同

職工盟要反省吓，唔好當呢個成績唔關佢哋事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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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做標題黨
屈港勞工權益「包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曾任食物及衛生局政治助理
的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候選人陳凱欣，昨日舉行第一次的地區
造勢大會。陳凱欣表示，近年議會內只有對立，過程中的負
能量更蔓延至社區，又強調議會並非只是吵架，只有做實事
的人才能把聲音帶入議會。到場支持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
麗芸直言「強將手下無弱卒」，大讚陳凱欣作為食物及衛生
局前局長高永文的政助，能力自然高。

慨嘆議會對立蔓延社區
陳凱欣昨日舉行第一次的地區造勢大會，蔣麗芸和多名區
議員及地區領袖均有為她站台。陳凱欣感嘆，指自己出任政
助時，眼見議會內只有對立，負能量甚至由議會蔓延至社
區，「呢股感覺令人窒息。」
她並批評，是次補選源於劉小麗「龜速宣誓」，令香港社

會白白要花兩億元去搞補選，而這兩億元足以讓10萬個長者
擁有2,000元金額的醫療券。
陳凱欣表示，明白香港市民都希望可以向前看，期望身邊
的一切可以變得更好，並強調議會並非一個只有嘈吵的地
方，而是需要議員做實事，將民生聲音帶入其中，如再容許
一個搗亂者進入議會，只會是香港市民的損失。
她強調，自己一直以來的工作經驗都是非常踏實，無論是

傳媒、政助或從事慈善機構也是如此，成績有目共睹。她承
諾會將醫療服務、土地房屋等各方面的聲音帶入議會，更強
調選民別無他選，呼籲在下月25日投下寶貴一票。

當高永文政助能力實高
蔣麗芸直言「強將手下無弱卒」，指當年高永文作為民望
甚高的局長，相信陳凱欣能夠作為他的政助，能力必然甚
高，更認為陳凱欣可以「青出於藍」，繼續為香港市民服
務，做得更好。
她續說，香港本來在中國各大城市中的優勢一路最前、最
好，但近年在各方面已逐漸落後，例如是昨日開始營運的港
珠澳大橋，若非反對派當初一直為反而反，大橋就能提早兩
年落成，亦毋須額外浪費88億元公帑。
蔣麗芸呼籲選民為了香港以至國家、為了下一代，務必要
投5號陳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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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立法會九龍西補選
候選人、食物及衛生局前
政治助理陳凱欣昨日分享
個人點滴，由自己兒時在
九龍城寨出生及成長，至
長大後於不同界別工作。
她希望大家能對她了解多
一點，同時信任她服務香
港的決心並支持她進入立
法會，同時承諾會與市民
一起走出困局、走出對
立、迎接香港的美好將
來。
陳凱欣昨日在facebook

上載片段，分享自己一路
以來的點點滴滴。她形容自己是
「城寨女孩」，因為她出生至成
長便是在九龍城寨，直到她中二
時城寨要清拆才搬離。她表示由
細到大有許多人都會說「睇唔出
你人細細粒，但咁硬淨又咁捱
得」，而她就會笑言回應說「因
為我係喺九龍城寨長大」。

做記者15載親歷民情
陳凱欣的爸爸是海員，經常要
遠行到世界各地，每當她想念爸
爸時，便會透過寫信或錄音向他
報平安。也因為她會錄音予爸
爸，小時候又是電台迷，陳凱欣
笑說自己小時已夢想長大後做播
音員，最後成功修讀傳理系，圓
了兒時的夢想，自此記者身份便

伴隨着她近15年。
陳凱欣回憶起自己當記者的15

個年頭，採訪過無數種類的新
聞，進入沙士疫區、走過科威特
戰地，這些經驗都令她更加感受
到人間有情，以及香港的繁榮安
定來之不易。
談到由傳媒轉任政助，當時任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邀請她
加入政府擔任政治助理時，她本
着一直無畏無懼、求真突破的精
神，將最親歷的民情帶入政府。
這些成長及工作經驗，令陳凱

欣對下一代的成長更加重視。她
希望香港的下一代有全面的發
展，並承諾會與市民一起走出困
局、走出對立、迎接香港的美好
將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民主動力」創會召集人鄭
宇碩的「華人民主書院」，被
《大公報》揭發曾向英國駐港總
領事館申請撥款，英方之後雖回
應稱資助最終未有撥出，但未澄

清「批款電郵」細節及「閂水
喉」原因。團體「政中香港人」
十多人昨日前往英國駐港總領事
館，抗議英方企圖干涉香港事
務，並要求英方向全港市民道
歉。

「城寨女孩」捱出頭 最知基層事

「政中港人」抗議英領館圖干預

世界經濟論壇上個禮拜發表2018年全球競爭
力報告，香港整體排第七，都總算係比上

不足、比下有餘啦，而呢個數字亦都引起唔到班
「左膠」興趣，於是就幾乎拎埋放大鏡嚟捽啲小
項，最後捽到香港喺「勞工權益」入面係零分。
職工盟喺facebook大肆宣揚呢個數，仲大大隻
字話香港喺呢方面喺全球140個經濟體入面「包
尾」，再加上「叻仔呀政府」呢個標籤
（hashtag）。選舉臨近，李卓人亦都唔執輸，
分享咗職工盟個po（帖文）。

放大小項評分 唔講大項高分
睇返份報告，的而且確係有「勞工權益」小

項，而香港亦都真係零分嘅，但排名就係第一百
一十六，反映仲有經濟體得分同香港一樣。同
時，「勞工權益」小項喺「勞工市場」大項入
面，香港喺呢個大項當中排第十一。
仲有就係，「勞工市場」入面除咗「勞工權

益」，仲有成11個小項咁多，而香港更加喺幾
個小項入面成績唔錯，好似喺「聘請與解僱準

則」同「薪酬釐定彈性」當中排世界第一。
世界經濟論壇解釋，「勞工權益」評分係從

ITUC喺2017年嘅「環球權益指數」得出嚟。
指數將全球國家同地區分成6級，第一級是最有
保障，而叫做「5+級」嘅第六級就係最無保
障，香港喺2017年位列第五級，同級仲有34個
國家同地區，另外有11個係「5+級」。

通識老師比作內容農場煽情
通識老師蕭皓聲就喺網上撰文，指出職工盟係

ITUC喺香港嘅代理組織，而ITUC喺網站入面
亦都列出唔少香港新聞，除咗有勞工新聞，亦都
有「雙學三丑」衝擊政總東翼前地被判囚呢單嘢。
佢又話，香港喺標準工時、退休保障等勞工

議題上嘅保障的確不足，但不至於「零分包
尾」，例如施政報告提出延長產假、取消強積金
對沖都係惠及香港打工仔，而基本法亦都保障咗
香港市民組織工會、政治參與同罷工嘅權利，希
望同學唔好做「標題黨」，要明辨是非、有獨立
思考，「對於誇張失實，斷章取義，純粹煽動情

緒而無助理性討論的網上資訊，甚或是內容農場
的劣作，我們要保持警惕。」

網民批李卓人職工盟有責任
有網民唔係好受落「左膠」嗰套幾廿年如一

日嘅「呃like」手法，「Philip Wong」話：「搞
工運搞咗廿幾卅年，香港勞工權益仍畀（俾）外
人評為0分，李呃人（李卓人）同佢個會（職工
盟），唔係應該好好自我反省一下咩？明嘅，將
個波卸晒畀人，自己就可以繼續搵食，高招！」
「Lap Sun Ho」亦都覺得：「除了建議工人罷
工外，你啅人（李卓人）仲識乜？」
九西補選其他候選人仲有陳凱欣、馮檢基、

伍廸希同曾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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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激進學生把持
的大學學生會最叻除咗播「獨」煽暴玩衝擊，仲
有就係「鬼打鬼」。中文大學學生會與學生報近
年一直被指玩權鬥，近日學生報因有人於會議室
內吸煙遭彈劾，所出版報紙「秋毫」被學生會代
表會「摺埋」。學生報一方不肯罷休，近日於
facebook專頁反揭學生會代表會四宗罪，狠批對
方「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狗咬狗」戲碼又
讓網民食花生。
中大學生會及學生報近年內鬥，搞到七國咁

亂，前屆學生會會長周竪峰，曾為了自己屬意的
學生報候選內閣獲選，派出「臥底」去敵莊做間
諜，後被良心發現的「臥底」踢爆成套「諜戰」
劇本，早前學生會代表會就曾要求學生報增加與
學生會相關的定期報道，而學生報則反對莊內
「圍爐」出版，二者矛盾繼續升級。
此次鬼打鬼鬧劇，要從學生報於數月前被發
現有人曾在會議室吸煙說起。據說當時室內煙味
濃烈，房內擺放多包香煙、煙灰缸和煙頭等違禁
品。

批代表會借「吸煙門」彈劾
司法委員會查證後，確認該報出版委員會委

員「沒有」在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會室範圍內
吸煙，但認為有「任何人士」在報社會室範圍內
吸煙，報社應屆莊員亦需要負上責任，學生會代
表會以此為由對學生報啟動彈劾，並凍結現任學
生報莊員職權。
學生報昨日反擊，在facebook發聲明譴責學生

會代表會「決議不公、濫用職權」， 聲稱雖彈
劾結果已塵埃落定，但仍要道出代表會「不義舉
措」。
該報揭露，學生會代表會有代表游說報社成

員提供會議室密碼後，擅自闖入無人的會議室，
又稱被污衊室內有「大麻」，認為煙灰、煙盒等
違禁品是獲邀的校內助教或校外傳媒工作者等友
好留下，且相關事情「罕見」並已補救、承諾不
再發生同樣問題，稱代表會堅持彈劾，是「巧立
名目，只為立場不符，便惡意彈劾。」

報社成員墊支過萬被拖數
學生報又披露，代表會財委至今仍未完成撥

款程序，使報社成員預支過萬元維持報社運作，
職員被拖欠薪金數月，更施壓指有關代表應引咎
辭職。同時以自己當選門檻高於學生會代表會，
揶揄對方「騎劫民意」，種種做法「只為去除不

悅己者。」
此時，同為學生會中央三莊之一的校園電台

編輯委員會「聲軌」趁機抽水，將代表會和學生
報的戲碼編輯成短片於前日上載在facebook專
頁。不過，中大學生會代表會和學生報的互片戲
碼仍未結束，學生報稱，彈劾一事歷時逾三個
月，一篇聲明遠不能詳述，後續或許會再有補
充。

中大生會未鬥完 學生報fb爆大鑊

反對派鬼打鬼都唔係第一
日嘅事，不過今次夠膽同
「金主」對抗就真係成地花

生殼。話說由肥佬黎（黎智英）創辦嘅《壹週
刊》日前出咗篇報道，話新來港人士「呃綜
援」，仲要講到似層層話佢哋「月入三皮」仲可
以買樓又去歐遊，俾班覺得自己好「大愛」嘅
「左膠」鬧傳聞當新聞，抹黑班新來港人士。不
過，最好笑嘅係班「左膠」不嬲都鄙視內地，仲
有包庇仇視內地居民同新來港人士嘅「港獨」分
子，咁樣幫新來港人士講好說話，以為可以華麗
轉身？又中回力鏢咋啩！

引述僱主就話人呃綜援

壹仔篇報道個標題大大隻字寫住「新移民呃
綜援」，內容就引述某個食肆老闆，話班綜援打
工仔大多數都係「新移民」，仲話班人為咗避過
綜援嘅資產審查，要求每日用現金出糧。篇報道
仲寫到班新來港人士好富貴，可以成日去旅行又
買股票，月入3萬蚊之餘仲幫埋仔女上樓，而政
府又唔會理。係真唔係呀？
寫到班新來港人士咁富貴仲要拎綜援，好明

顯都係想煽動仇恨啫。「Loretta Yeung」就
鬧：「垃圾政府就係養埋咁多無恥的垃圾！」
「Mui Chiu」就話：「難為香港人捱死一世騾
仔！都冇咁好福利！最好趕佢班垃圾返『大
陸』！」

杜振豪黃浩銘睇唔過眼
結果呢次連班「左膠」都睇唔過眼。職工盟

幹事杜振豪就喺fb度鬧呢篇所謂「報道」（見
圖），只係聽個老闆嘅傳聞，咁都當係新聞出
街，「既然班老細（闆）自己都知現金出糧唔供
強積金犯法，就好心佢哋咁委屈嘅就拒絕囉，扮
晒自己係受害者博同情！」
佢更質疑個老闆嘅講法，話炒散根本無可能

搵到咁多，「退一萬步，呃綜援+人工點可能有
三萬？畀盡你綜援金有三五千，基層飲食業員工
有幾多人可以搵到兩萬五一個月？」
社民連副主席村短（黃浩銘）都幫班新來港

人士講嘢，話壹仔如果無真憑實據就真係唔好以
訛傳訛，人云亦云。佢又列咗一堆證據，話居港
少於7年嘅綜援受助人其實逐年減少，直至去年
底只係佔整體不足5%。
佢又串班仇外者與其淨係聽傳聞就喺度怨天

尤人，不如就真係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或者搵
議員發聲，最後仲標籤（hashtag）「我能理解
因為窘迫的生活景況而討厭外來者的感受，但我
們不能憑印象或感覺去貶損他人甚至是一個群
體。」
唔少網民亦都唔滿意壹仔咁樣做。「蔡玉

萍」就批評壹仔同同系《蘋果日報》做法唔道
德：「今日《蘋果》兩篇文都很過份（分），極
盡煽動仇恨『大陸』移民/非本地出生華人的情
緒。」「Calvin Tsang」直接鬧壹仔「可恥」：
「煽動族群仇恨的人很可恥，一個半個特別個案
就挑起啲族群仇恨很離譜，啲人羡慕就自己去申
請試吓，信都低能嘅！」
雖然呢次班「左膠」終於肯講返句公道說

話，但明明之前班反對派又好撐仇視內地人嘅
「港獨」分子㗎，做咩呢次又咁「大愛」幫班新
來港人士呀？吖，唔記得咗李卓人都係「左膠」
噃，喺呢件事上點都應該出句聲好噃，仲記唔記
得佢細佬蒙兆達寫過文話「議席可以失去，但信
念卻絕對不能」喎，唔係因為選舉期間怕咗肥佬
黎吖嘛？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反對派咬「金主」？ 鬧壹仔屈新來港者
&1��

■職工盟大大隻字話香港勞工權益「零分包
尾」，李卓人就梗係廣傳啦。 李卓人fb截圖

■陳凱欣昨舉行第一次地區造勢大會。 陳凱欣fb短片截圖

■陳凱欣昨分享自己一路以來的點點滴
滴。 陳凱欣fb截圖

■「政中香
港人」抗議
英方圖干預
香港事務。
《點新聞》
短片截圖

■中文大學學生報鬧學生會代表會老屈。
中大學生報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