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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大聲」想打尖傾
「暴峯」又大鬧區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屢次破壞立法會及區議會會議秩序的民主黨
「雙料議員」許智峯，昨日又再大鬧議會。中西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交運會）昨日舉行會議，許智峯於會議甫開始就發難，聲言委員會主席陳財
喜「濫權」，不批准討論要求立法會引用特權法徹查港鐵沙中線工程問題，許
更拿出自備的大聲公與陳「鬥大聲」，陳在要求許離場不果、擾攘句半鐘後終
宣佈休會。陳財喜強調，已安排在之後的會議討論沙中線工程問題，而由於許
智峯本身提交文件不夠其他議員快，所以未能在昨日會議討論其文件。多名議
員強烈譴責許智峯又浪費公帑及會議時間，令民生問題無法處理。

中西區區議會交運會昨日原定討論中環灣仔
繞道工程的進度，以及電動一級方程式活

動的交通安排，惟許智峯不滿陳財喜不批准他
提交文件，討論要求立法會引用特權法徹查沙
中線工程問題，聲言對方「濫權」，更漠視對
方解釋裁決理據，甚至用到放在枱底的私伙大
聲公大叫大嚷。
陳財喜在警告許智峯逾二十次、並要求他離
場不果後，最終宣佈休會。

今屆5度搞事釀流會
翻查資料，是次已是許智峯在今屆區議會會
期內第五次破壞會議秩序，釀成流會。
陳財喜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許智
峯於上月 24 日提交題為「要求立法會引用特權
法徹查沙中線工程問題」的文件，而按照秘書
處的安排，每次交運會的會議，議員提交文件
數目的上限為 6 項，而許的文件的排序為第十
一份，按例要輪候到下年 3 月 28 日的會議上討
論。

他更指出，交運會已於明年 1 月的會議上安
排討論相似題目，因此許智峯的要求並無迫切
性，可惜對方拒絕接受裁決，要求必須在昨日
會議上處理，而對方更在會上聲言，區議會秘
書處已「答應」自己可與黨友吳兆康的文件
「交換」，但秘書處並無作此承諾，批評對方
陷秘書處於不義。
陳財喜強調，自己按照規則作出裁決，反之許
智峯不尊重其決定，還預先帶備大聲公出席會
議，嚴正譴責對方令會議未能進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中西區區議員張國鈞表
示，自己在立法會施政報告辯論發言後，已立
即驅車前往出席交運會會議，因有中環灣仔繞
道工程等重要事項需要商討，可惜許智峯又再
無視議會規則和程序，結果導致流會。他指
出，這種無理做法已經不止一次發生，對區議
會工作造成極壞影響，應當予以強烈譴責。
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也批評許智峯行
為野蠻，強調每次流會除浪費公帑、浪費議員
們的寶貴時間外，更重要是每次會議都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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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幼教聯署
遭教協斷章取義
席林翠玲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直斥教協誤導，因教協在引述聯署
訴求時，隱去「即時調高每名幼稚
園學童的單位資助額」一句，有關
建議跟教協所提的「整體增加資
助」明明是「不謀而合」，有人卻
抽起內容當成自己意見。
至於「資助共通」的建議，林翠
玲解釋指，教師薪酬由教育局嚴格
把關，並非學校可隨意加減，根本
不可能存在剝削情況；而「共通建
議」來自業界訴求，因現時部分學
校根本無用盡 60%教學人員薪酬上
限，餘款只能歸還教育局，相反
40%的營運開支則不敷應用，「部
分文職員工或幼稚園嬸嬸的薪酬都
是來自這 40%，假如有學校真的想
要紓緩營運壓力，他們才是潛在的
受害一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
經常涉足校園政治事件的教協近日
發表聲明，不點名質疑教聯會發起
「要求立即檢討免費優質幼稚園教
育計劃」聯署的其中一點訴求「容
許將教學人員薪酬及營運開支資助
共通」，稱是「自毀幼師僅有薪酬
保障」，更公然呼籲幼師會員切勿
聯署，與教聯會打對台。教聯會副
主席林翠玲直斥教協故意斷章取
義，隱去聯署訴求中「即時提高資
助額」的前提，又漠視教育界現
況，強調教師薪酬本身已有教育局
嚴格把關，上述的訴求不存在剝削
教師的情況，希望各界明辨是非。
教聯會在上周五發起「要求立即
檢討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聯
署，指出今年施政報告在幼稚園教
育着墨甚少，遂提出 8 點訴求，就
幼稚園營運、教師薪酬、福利與編
制方面提出多項建議，期望政府盡
快增撥資源改善情況。

不應炒作爭「政治本錢」
為此，教聯會建議打通教學人員
薪酬及營運開支，一方面教師薪酬
本來就有局方把關，不受影響；剩
餘的教學人員薪酬亦可靈活調配，
幫補幼稚園營運開支與非教學人員
薪酬。
在配合即時調高資助額的建議前
提下，理應各方都能得益，現卻被
人斷章取義，僅以整份聯署中的一
句不完整引述大做文章，而教聯會
聯署的 8 點建議中，還有不少是銳
意提升幼稚園各級教學人員待遇保
障，教協隻字未提。林坦言非常憤
慨，認為教協不應利用炒作來爭取
「政治本錢」。
教聯會昨日發聲明指，有團體聲
稱聯署「自毀幼師目前僅有的薪酬
保護網」，實屬理據欠奉，有譁眾
取寵之嫌，對於所有失實的指控，
教聯會深表遺憾，望能釐清事實，
以正視聽。

刪部分字句 圖誤導幼師

■許智峯自備大聲公在會議上大叫大嚷。
網上圖片
的地區事務需要處理及跟進，若無限期拖延的
話，社區的問題便會堆積如山。

議員批嘥公帑阻民生
同屬「雙料議員」的工聯會何啟明斥責，許
智峯行事沒有顧全大局，只求滿足個人喜好，
借區議會的平台大做政治秀，完全不遵守議會
規則，更是漠視居民的福祉，強調任何一名市
民也不願意看到議會內終日吵鬧、經常流會，
許智峯的行為實在令人質疑他是否還適合當議
員。

教協前日突然在 facebook 專頁發
表聲明，不點名批評有團體發起聯
署，引述聯署其中一點訴求「容許
將教學人員薪酬(60%) 及營運開支
(40% ) 的 資 助 共 通 使 用 以 增 加 彈
性，應付幼稚園的基本營運需
要」，聲稱這是「自毀幼師目前僅
有的薪酬保護網」，此舉「即容許
學校運用幼師薪酬補貼其他開支，
例如租金等……此舉非常危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教聯會聯署
內容，發現該訴求的全文實為「即
時調高每名幼稚園學童的單位資助
額，並容許將教學人員薪酬
（60%）及營運開支（40%）的資
助共通使用以增加彈性，應付幼稚
園的基本營運需要」。
本身是幼稚園校長的教聯會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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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西補選候選人陳凱欣近日走訪深
水埗及油尖旺多個基層社區，了解市
民及小商戶的訴求，沿途更有不少人
欣賞她貼地氣，與她「High Five」擊
掌。針對九龍西有大量沒有法團或業
委會管理的舊樓，她建議成立「大廈
維修管理局」，令居民可一站式處理
所有與大廈維修、管理相關的問題，
並要求加強打擊圍標。

訪基層社區 市民讚貼地

席的陳婉嫻，也會一起關心雙職婦
女、子女教學等所面對的困難，對
方更鼓勵她堅守以民為本的信念。
陳凱欣昨日又在facebook的帖文指
出（見圖），九龍西有大量沒有法團
或業委會管理的「N無」大廈，樓宇
安全結構及居所維修保養等難題令戶
主無從入手，因此政府應更主動提供
協助，保障居民的安全。

■駐澳部隊主要負責檢測及洗消放射性污染。
中新社
■陳凱欣到橫跨深水埗及旺角的白楊街，了解一眾小商戶 ■小朋友與陳凱欣擊掌。
及販商的訴求，與街坊相談甚歡。
陳凱欣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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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運踩到晚 獲小朋友擊掌鼓勵

加強打擊圍標保障居民
她提出3項建議，包括成立「大廈
維修管理局」，為居民提供專業意見
及支援，一站式處理所有與大廈維修、
管理相關的問題；設立「樓宇事務審
裁處」，專責處理舊樓維修相關糾紛
聆訊；落實《建築物管理條例》檢討
委員會的建議，加強打擊大廈維修圍
標行為。她希望舊樓居民的利益得到
保障，住得更安心。
九西補選候選人還有李卓人、馮
檢基、伍廸希及曾麗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王坤讚欣最熟民生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陳凱欣對民生議題的熱心，令她廣
獲不同範疇的代表支持。前公屋聯
會主席王坤為她拍片打氣，大讚其
歷練令她在幾個候選人當中對社會
有最全面的認知，其突破政黨界限
的實事求是風格，更是選民全家總
動員力撐之選。
陳凱欣昨日在 facebook 分享王坤
為她打氣的短片。王坤憶述，他
在 1997 年之前已經認識陳凱欣，
當時對方還在做記者，已經覺得
這個記者很特別，後來因為他積
極參與房屋事務，很多時候都要
接受對方訪問，欣賞其做事中
肯，「很多時她提出的問題，要

中新社

■陳凱欣親身落場體驗小販商工
作。
陳凱欣fb圖片

我們回應，也是很實在地提出問
題。」
王坤又認為，陳凱欣由一個「無
冕皇帝」，走入「熱廚房」當食衛
局政助，「其實是很不簡單」，而
對方離開政府後做社企、關注弱勢
社群，更令她在幾個候選人當中對
社會有最全面的認知。
他大讚陳凱欣有誠信、可靠，也
是最實事求是，「因為她提出要突
破界限，突破界限的意思是，很多
事情不要拘泥於哪個黨、哪個派
別，而是實事求是地把政治放在一
邊，把民生優先處理。」
他呼籲選民、特別是公屋居民要
全家總動員，票投陳凱欣。

距離投票日越來越近，
陳凱欣亦把握時間加緊「晨
操晚練」。她昨日早上先
到紅磡和黃公園與街坊一起晨運，晚上就在紅磡
和大角咀擺街站向市民介紹政綱。她更感謝團隊
成員朝晚相伴，「一切在心中！」
陳凱欣昨日早上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九龍城區議員余志榮、社區幹事李超宇及
鄭曉玲一同到和黃公園與街坊晨運，並大讚
「晨早空氣清新開朗」，此行除了可跟晨運街
坊打招呼，也可順道伸展筋骨、呼吸新鮮空
氣，「收到各位街坊的祝福，阿欣又充滿能量



展開新一天的工作。」
晚上，她就在紅磡和大角咀擺街站，向市
民介紹政綱，選舉編號為 5 號的她，更獲小朋
友「High Five」擊掌鼓勵，場面溫馨，而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油尖旺區議員蔡少
峰、劉柏祺以及社區幹事黃馳等亦到場為她打
氣。
陳凱欣強調，不論日與夜，亦要繼續爭取
時間於各街站見街坊，並對其團隊表示感激，
「兄弟就是我最需要你們時，及時出現，一齊
經歷、一齊面對、一切在心中，記着齊心事
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公和」
：冷靜有條理做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擔任食
衛局政助期間，陳凱欣協助深水埗老字號公和
荳品廠解決牌照問題，令小店可以繼續為街坊
服務。公和負責人蘇意霞除了出席陳凱欣日前
的地區集氣會外，也拍片為她打氣，大讚她為
地區商戶及小市民在背後付出的努力有目共
睹，深信其做事冷靜、有條理，令她可理性務
實解決社會分歧。
陳凱欣昨日在facebook分享蘇意霞為她打氣
的短片。蘇意霞提到公和之前的牌照問題，幸
得到時任食衛局局長高永文、當區區議員鄭泳
舜及陳凱欣的努力協助，才可解決問題。

助荳品廠解決牌照
蘇意霞憶述，陳凱欣當時幫地區、在局方
都做了很多聯繫工作，「當然陳凱欣這些工

作，可能我們不是每一天都見到，但當我們
成功重新申請到牌的時候，我看到陳凱欣在
背後為我們這些小市民付出了很大的努
力。」
她更指，自己小時候是看着陳凱欣報道的
新聞長大的，在對方做記者時候已覺得對方很
厲害，說話流利又很有信心，當正式接觸對方
時更欣賞其做事淡定及有條理。
蘇意霞最後說︰「我覺得現在議會內有很
多混亂的情況，因為我們很需要陳凱欣這些
做實事，很理性，就算有分歧或者有問題出
現時，她都處變不驚，能理性務實地為各位
市民去解決以及尋求答案。因為陳凱欣一路
以來都用心服務市民，我相信大家是有目共
睹的，所以我非常支持陳凱欣進入立法
會。」

澳門政府首次夥駐澳部隊練反恐

陳凱欣前日在油尖旺區議會副主
席黃舒明陪同下，到了橫跨深水埗
及旺角的白楊街，了解一眾小商戶
及販商的訴求，其間她與街坊相談
甚歡，更親身落場體驗小商戶和販
商的工作，認真「貼地」。她指，
九龍西的一大特色是有各式各樣的
傳統店舖及排檔，而為大家帶來更
好的營商環境是其目標之一。
此外，陳凱欣也去到深水埗麗閣
邨、基隆街及北河街一帶的排檔，
了解基層市民的生活實況，沿途更
有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深水埗
區議員劉佩玉及陳穎欣相伴。街坊
對她的到來感到十分興奮，更與她
「High Five」擊掌。
她表示，除了與街坊傾談屋邨設
施外，她及作為婦女事務委員會主

■澳門政府首次聯同駐澳部隊演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澳
門警察總局昨日首次聯同解放軍駐澳
門部隊，並協調澳門海關、治安警察
局、司法警察局、消防局等多個部門
及機構，在俗稱「澳門蛋」的東亞運
動會體育館進行大型反恐演練，增強
跨部門間的聯動機制，提升應對突發
公共事件的能力。警察總局指演練過
程十分順利，達到了預期效果。
此演練歷時約兩小時，警察總局等
部門共派出 900 名人員參與，駐澳部
隊派出 49 人，主要負責危險品偵察、
人員及場館的洗消工作。

模擬協助處理化武

是次聯合反恐演練代號「靈犬」，
模擬了 6 名恐怖分子企圖潛入一場大
型演唱會，並在安檢時被保安人員發
現，繼而發難襲擊保安人員，其間一
罐狀物體跌落地上並釋放出有毒氣
體，引起現場混亂，其中兩人見事敗
駕車逃脫，另外 4 人挾持保安員及場
內 5,000 名觀眾。司警危機談判組與
恐怖分子展開談判期間，成功游說釋
放 1 名受槍傷的人質，並得悉其持有
化學武器。保安當局經綜合評估，考
慮可能會出現大量傷者或受化學污染
的群眾，為了在短時內解決危機，行
政長官根據澳門基本法、《駐軍法》及澳門法
律《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協助維持社會
治安和救助災害》，向中央政府提出請求駐澳
部隊到場協助洗消及相關救援工作。最後所有
恐怖分子被捕，演練圓滿結束。
澳門警察總局局長馬耀權說，目前未有跡象
顯示澳門有受恐襲的可能，演練只是居安思
危，而邀請駐澳部隊參加，是因為他們處理化
武工作比較專業，同時可以加強特區政府與駐
澳部隊溝通，方便快速處理特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