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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捧叛將實鎅票
替林卓廷預早告急

唔知係咪因為舊年輸咗

兩場立法會九龍西補選輸

到心慌慌，家吓反對派未

有選舉就開始落閘。繼之前有公民

黨余若薇話社民連長毛（梁國雄）

唔受控制，擔心佢輸埋將來或會舉

行嘅新界東補選之後，《蘋果日

報》噚日亦發功幫鴿黨（民主黨）

林卓廷喺2020年嘅立法會換屆選舉

造定勢，將近排鴿黨新界東有59人

因為不滿林卓廷退黨一事，分析成

佢哋對林卓廷爭取連任嘅影響，仲

喺文度提到呢班人出選「旨在拉林

卓廷落馬」、「影響『民主派』整

體選情」嘅「陰謀論」喎。唔少反

對派支持者自己都頂唔順呢番老

調，反問佢哋︰「又鎅票論，又內

鬼，又×票，又抹黑，最後怪選

民，又想loop（重複）多一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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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天主教
香港教區主教楊鳴章上周因病辭世，終年
73歲。教區昨日起在堅道明愛禮堂擺放弔
唁冊，讓公眾前往悼念。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早上近9時到達簽署弔唁冊，逗留
約10分鐘。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昨晨亦有
到場致哀，並簽署弔唁冊。
明愛中心的弔唁處，禮堂中央放有楊鳴

章的遺照，並寫有「悼念楊鳴章主教」、
「主懷安息」等字句，場面佈置簡潔，擺
放了白色鮮花及蠟燭。不少市民到場致
祭，有曾和楊鳴章共事的市民讚揚他為教
區工作不辭勞苦，亦有信眾指他對香港明
愛發展貢獻很大。
除了一連三日設弔唁冊供公眾簽署，教

區本周四晚會在主教座堂舉行守靈彌撒，
周五早上舉行出殯彌撒 ，靈柩將移至跑
馬地天主教墳場安葬。

湯漢獲委宗座署理
另外，教區昨日傍晚向傳媒公佈，湯漢

樞機獲任命為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
負責在教區主教出缺期間，治理香港教區
事務。

湯漢1939年7月出生於香港，1964年赴羅馬宗
座傳信大學深造獲神學博士學位。1966年1月晉
鐸後，一直供職於天主教香港教區。2009年就
任香港教區主教，2017年8月榮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近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表
示，教育問題曾經有段時間變得政治化
及兩極化，她認為現時增撥資源，令教
育界「舒咗一口氣！」談到上任以來最
難忘的一天，她則透露是探望罕見病患
者周佩珊那天，自己親自告知她政府與
藥廠達成協議，將治療脊髓肌肉萎縮的
新藥引入本港，讓她真正感受到擔任行
政長官的滿足感。

喜見撥款助教界「舒口氣」
林鄭月娥接受「香港開電視」節目
《開嚟見我》訪問時表示，政府為教育
界撥款36億元經常性開支，無疑是令教
育界「舒咗一口氣」。
她指教育是以人影響人的工作，認為
若教師面對「飯碗不保」的問題，又如
何可以影響學生。
林鄭月娥認為，教育問題曾經有段時

間變得政治化及兩極化，而現時政府貫
徹「專業領航，直接聆聽，投入資源」
方針改善教育方面的問題，令教育回歸
教育，亦相信現時政府對教育的方針算
是「定啱位」。
談到上任以來最難忘的一天，林鄭月

娥透露是探望罕見病患者周佩珊那天，
指自己親自告知她政府與藥廠達成協
議，將治療脊髓肌肉萎縮的新藥引入本
港，從而希望能改善患罕見病患的治
療。

林鄭月娥笑言那一天讓她真正感覺到擔任行政長
官的滿足，「我好樂意畀錢，親自對病人幫手！」
她又透露，近期亦有與周佩珊以電郵聯絡，得悉
對方已開始用藥，情況亦見好轉。

◀有市民向楊岳橋報料，楊回覆時即刻同陳姜二人劃清界線。張美雄fb圖片

▲陳展浚同姜新華個易拉架同楊岳橋嗰個擺埋一齊，陳自己就喺附近同市民
交流。 張美雄fb圖片

今年有區議會選舉，一
班想𢱑 議席嘅人又浮晒出
嚟宣傳，自己名氣唔夠唔
緊要，將個易拉架擺埋現
任立法會議員隔籬，咪方

便又快捷囉。有康城領都居民近日就見
到「將軍澳民生關注組」個陳展浚同姜
新華嘅宣傳易拉架，同公民黨議員楊岳
橋（戇橋）嗰個擺埋一齊，而陳展浚本
人就戙喺附近同市民交流，有市民就影
相報料畀楊岳橋，楊岳橋回覆市民時即
刻劃清界線，話嗰兩條友都唔係公民黨
成員，「亦從來沒有獲授權以我的名義
做地區工作」，真係咪話唔瘀。

黐戇橋易拉架博懵宣傳
西貢區議員張美雄噚日喺facebook度
出文出相，相入面就見到陳展浚同姜新
華個易拉架，黐住咁擺喺楊岳橋個易拉
架隔籬，而陳展浚本人就棟喺附近同市
民交流，唔清楚黨派關係嘅市民，真係
分分鐘認錯佢哋牌頭都唔定。
張美雄就反問︰「『將軍澳民生關注
組』的姜生（現任領都業委副主席）同
陳生，點解要屢次冒認公民黨名義去做
野（嘢）呢？你地（哋）認為市民淨係
透過『泛民』/建制既（嘅）標籤去投

票嗎？」
張美雄仲貼埋楊岳橋個回應出嚟，有

市民影咗相報料畀楊岳橋，楊岳橋就即
刻劃清界線，而個市民亦話︰「這群人
經常盜用貴黨名義作自我宣傳。」

事實上，「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真係
好鍾意黐埋楊岳橋度㗎，其中「將關
組」成員葉嘉榮舊年先俾人揭發擅自喺
自己海報上印埋「楊岳橋議員辦事處」
幾隻字，楊岳橋當時知道後亦都即刻劃

清界線，強調冇同呢個組織合作。
「將關組」就話曾經幫過公民黨助

選，但以後會小心啲處理喎，唔知今次
又點解釋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將關組」又被踢爆借「橋」呃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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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黨新界東支部早前有成59人退
黨，包括5個區議員，佢哋炮轟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人格卑劣、
喺黨內隻手遮天。
《蘋果》向來重視鴿黨就係人都

知，噚日《蘋果》就出咗篇文，話呢
59人因為同林卓廷「在地區資源分配
上不咬弦」而退黨，「對林卓廷在
2020年新東競逐連任有影響」喎。
仲有成年先立法會選舉，《蘋果》

咁快吹定風幫林卓廷告急，講到尾又
係為咗議席囉！

區鎮樺揚言鎅15000票
篇報道就訪問咗退黨嘅大埔區議員

區鎮樺，而呢個區鎮樺亦掏心掏肺咁
分析話佢哋有影響力，可以拉走萬五
票咁多㗎。《蘋果》當然都食住個勢
上，話「政圈有陰謀論認為聯盟（退
黨班人）2020年出選旨在拉林卓廷落
馬」、「（聯盟）出選或會影響『民
主派』整體選情」，再話區鎮樺「笑
稱」︰「任何選票都係選民嘅。」
咁嘅報道，當然引到啲人鬧爆區鎮

樺嘅。「Tsz Chung」怒斥︰「『任
何選票都係選民嘅？』區鎮樺點解區
選話人鎅你票呢？契弟！……『至少
可拉走15,000票支持？』唔知話你天

真定白痴好！保得住你自
己先講啦，垃圾！」
「Maiko Irie」就簡潔地
鬧︰「界（鎅）票正×
街。」
不過反對派呢啲催票伎

倆真係仲老土過粵語殘
片，你唔悶班網民都覺得
悶啦。「Wong Tsz Ming」
就話：「又鎅票論，又內
鬼，又×票，又抹黑，最
後怪選民，又想loop（重
複）多一次？」「Ter-
ence Li」亦認為︰「『泛
民』真係沒有不分裂的理
由。」

網民譏《蘋果》幫倒忙
「Jeff Li」 批 評 《 蘋

果》又幫倒忙︰「繼續×
票就贏架（㗎）啦？試下（）囉
又，如果林生真係輸左（咗），記
得×《蘋果》呀，咁快幫你告急咪即
係倒票落海。」
「陳大民」就認為呢啲咁嘅風向反

映鴿黨根本冇反省過︰「幾十個自己
友反抬（枱）都唔需要反省喎！」
「Sim Leung」就反問唔通退黨仲要幫

你抬轎：「咁人地（哋）成班唔妥
你，唔通仲讓路俾（畀）你呀？個位
你嫁（㗎）？」「Agostinho Chok」
批評︰「高大衰（林卓廷）人格有問
題，眾叛親離仲想連任，做左（咗）
垃圾『已完（議員）』以為自己大曬
（晒）又無任何政績及對社區做過任
何事，被淘汰係必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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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按照
一貫傳統，立法會議員在新一年之始，與
6間慈善機構新一屆董事局成員，在立法
會綜合大樓宴會廳舉行周年茶敘。6間慈
善機構是東華三院、保良局、九龍樂善
堂、博愛醫院、仁濟醫院和仁愛堂。立法
會代主席李慧琼致辭時表示，茶敘讓議員
與慈善機構董事局成員在輕鬆愉快的氣氛
下會面，並就共同關注的事項交換意見。
李慧琼說，6大慈善機構歷年秉承服務

市民的宗旨，致力在教育、環保、醫療、
安老、房屋、社會福利等範疇為廣大市民
提供多元化服務，不遺餘力支援弱勢社群
各項需要，惠及社會各階層人士，造福社

群。
她並指，各慈善團體亦一直積極拓展

服務，與公營政府機構相輔相成，為市民
提供服務，實在值得表揚。在各主席總理
的領導下，將再創佳績，令社會更多人士
受惠。
是次茶敘有20多位議員參與，包括民

建聯黃定光、陳克勤、劉國勳、鄭泳舜、
柯創盛，工聯會黃國健、何啟明，經民聯
盧偉國、林健鋒、劉業強，「六人組」廖
長江、陳振英、姚思榮，自由黨副主席邵
家輝，獨立議員何君堯、謝偉俊、陳沛然
及陳凱欣，但反對派就表現冷淡，只有民
主黨黃碧雲和鄺俊宇到場。

立會議員六大慈團交流善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壯） 新一份財
政預算案將於下月27日發表，自由黨立法
會議員鍾國斌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
昨日建議放寬樓宇按揭成數，又建議政府
取消要求市民或企業預繳稅項的做法。對
於政府今年應否繼續「派糖」，鍾國斌不
太認同全民派錢，建議應先幫助有需要人
士，如醫療基金；而何啟明則歡迎政府
「派糖」，並認為「派糖」可惠及中基
層。
鍾國斌出席港台節目《千禧年代》時指
出，有銀行樓按最多只能做五成，令樓宇
首期金額難以負擔，而香港有不少父母會
為子女買樓和做擔保，故認為樓宇按揭成
數應該放寬。他又認為政府可首先協助上

車客，再放寬壓力測試。
出席同一節目的何啟明亦認為政府應放

寛樓宇按揭成數，以幫助想上車的年輕
人，但憂慮做法或會增加上車風險，故提
醒政府在處理住屋需要和市民日後還款能
力的議題上，作出一個可以取得平衡的方
案。
至於今年應否再度「派糖」，鍾國斌指
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已預告今年預計只
有400億元盈餘，雖然社會對「派糖」有一
定期望，但他不太支持全民派錢，認為不
管是退稅或派錢，市民都不是太有得着。
他建議政府應顧及社會整體效益，幫助有
需要人士，如成立醫療基金等，以保障長
期病患和補貼市民前往私家醫院就診。

何啟明則表明，假如今年庫房允許的
話，歡迎政府「派糖」，認為「派糖」能
回饋家庭主婦及中下層的上班族，令中基
層可以「落袋」。

促取消暫繳稅惠市民
在稅務方面，何啟明和鍾國斌均關注暫

繳稅安排，認為政府應取消要求市民或企
業預繳稅項的做法。鍾國斌亦提到，多國
經濟師評估來年經濟轉差，營商環境不利
好，期望政府可出手幫助。他指出自由黨
倡議多項退稅措施，包括子女及照顧長者
的免稅額、薪俸稅退稅上限增至4萬元等。
另外，何啟明建議降低領取免審查生果

金年齡至65歲，以惠及更多長者，而60歲
長者乘車可獲半價優惠。他亦認為政府可
成立鼓勵生育基金，推動港人生育意慾。

鍾國斌何啟明倡放寬樓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壯）反對派早
前與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
的報告一唱一和，聲稱中央政府「嚴重侵
蝕」香港特區的自治及言論自由，建議美
國商務部檢視是否繼續視香港為獨立關稅
區。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昨日在網台節目中
表示，美國國會報告所談及的情況落實的
機會不高，而特區政府面對有人質疑「一

國兩制」時應作出行動，如清楚解釋香港
的獨立關稅區地位。
鍾國斌昨日接受網台節目《議會內外》

訪問，除了大談中美貿易戰，亦談到議會
現況。就近年議會內多了肢體衝突，鍾國
斌強調議員可用不同方法表達意見，批評
議會內的衝突很多時都令保安員受傷，
「以往黃毓民、長毛（社民連梁國雄）等

講完，半推半就離場就冇事，但新一代嘅
議員唔太識玩呢個遊戲。」
對於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計劃在元宵佳節

回請全體立法會議員，鍾國斌表示自由黨
一直都有出席，並指建制陣營已對反對派
釋出善意，願意與反對派交流，建立議會
良好的氣氛。
鍾國斌認同各政黨之間可以有商有量和

互相體諒，自由黨亦一直與不同派別交
流，而市民對於議會的抗爭都感到煩厭。

反對派新丁被譏一味衝致衝突

■教區昨起在堅道明愛禮堂擺放弔唁冊，讓公眾
前往悼念楊鳴章。 中通社

■立法會議
員與 6 間慈
善機構新一
屆董事局成
員，舉行周
年茶敘。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仲有年幾先到立法會選舉喎，咁快就吹定風告
急？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