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情與網議A8

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

20192019年年11月月2828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責任編輯：簡 旼

搵人扮「街坊」做家訪
ViuTV醜化新來港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正進行
諮詢，教聯會提出18項建議，涵
蓋大中小學幼兒及特殊教育界
別。其中在整體資源投放方面，
該會建議香港教育開支應於3年
內大幅增加至佔 GDP 的 4.8%
（本年度為4.3%），以解決學生
人口波動、班師比、幼稚園資助
等教育問題，保留教師團隊；另
外亦要增加經常性STEM撥款，
並加強「一國兩制」及國歌教
育，讓學生全面及系統地學習有
關知識與概念。
教聯會表示，今屆政府已先後

額外增撥教育經常性開支83億
元，做法值得肯定，不過與其他
國家或地區比較，香港整體教育
開支仍屬偏低，而對比政府經常
開支總額，教育投資在過去20年

佔比更微跌至19.8%，未能回應
社會對教育不斷提升的期望。該
會認為，香港教育開支總額於3
年內應大增至佔GDP的4.8%，
展現政府的承擔。以2018/19年
度 1,137 億 元 教 育 開 支 佔
GDP4.3%推算，即教育投放要再
增130多億元。

進一步改善中小學班師比
透過增加投資，教聯會認為財

政預算案應着手回應不同教育界
別的問題，包括於中小學增加中
層及副校長職位及理順校長薪
級、藉中小學人口波動的契機增
撥資源全面推行小班教學，及進
一步改善中小學班師比例。而幼
稚園則要調高單位資助額、調整
幼師薪酬範圍並重設薪級表，並
加強支援幼稚園SEN學童。

另外，教聯會亦認為要改善代
課教師安排，並讓每校最少有一
名教師接受「守門人」課程培
訓，以及早識別及介入自殺高危
的學生。專上教育方面，則建議
推出新一輪自資院校配對補助金
供自資專上院校申請，並加強對
專上學生的資助，提升青年競爭
力。

促加強「一國兩制」國歌教育
就近年熱門的STEM教育，教

聯會認為應每年向全港1,000所中
小學提供50萬元津貼供購置硬
件、教材及聘用支援人員，提高
學習成效。該會又促請教育局加
強「一國兩制」及國歌教育，今
年帶頭做好國慶70周年相關學與
教活動，及早為學校和教師提供
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面對全球不明朗因
素和貿易保護主義升溫，香港總商會促請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在即將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推出
措施，協助香港做好準備，應對未來的經濟挑
戰。
總商會日前向政府提交建議書，指出政府坐擁

萬億元儲備，把部分儲備重新投入經濟之中絕非
難事。就此，總商會敦促政府引入適當的規管影
響評估計劃，解決因法例不合時宜而產生不必要
的障礙和成本的問題。
在建議書中，該會又建議大灣區仿效前海和橫

琴經濟區的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即使香港居民
在內地停留超過183天，建議仍可享有相當於停留
少於183天的優惠/較低個人所得稅率。經稅務機
關同意下，這項安排可逐步擴展至整個大灣區。
商會表示相信，這將有助吸納更多國際人才前往
大灣區，促進區內人才流動，從而推進倡議的發
展。
建議書提出的其他主要建議，還包括：強化稅
務政策組、鼓勵企業來港設立地區總部、透過財
政措施鼓勵創科發展、推廣香港作為全球貿易基
地、檢討烈酒稅等。

教聯會倡教育開支佔GDP4.8%

總商會盼財案出招應對經濟挑戰

政府推出「三隧分流方案」以解決
三條過海隧道流量不均的問題，惟方
案欠缺周詳考慮，又未能取得社會共
識。早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宣
佈暫時收回擬向立法會提出的方案，

民建聯認為做法可取。

藍田去北角 減價難誘行西隧
政府方案的「賣點」是西隧收費將由70元減價至50
元，交換條件卻是東隧和紅隧加價至40元，加幅達一
倍，我們認為建議是顧此失彼。紅隧位處中心地帶，不
但車程較短，收費亦遠低於另外兩條隧道。當局只考慮
透過收費調整改變駕駛者習慣，低估了紅隧地利優勢。
亦有不少市民向我反映對方案「摸不着頭腦」，以
居於藍田駕駛者前往北角為例，最便捷必然是走東
隧，不會為減價而繞道行西隧。政府方案不會令市民
改變駕駛習慣，更要他們無故多出隧道費，這怎不引
起市民反感呢？政府提出的三隧方案有不少令人困惑
的疑慮，對於新方案能否一如顧問報告推測令紅隧和
東隧車龍縮短，令人質疑。

再者，過去政府強調「中環灣仔繞道」是三隧分流
方案的最大關鍵，但這條「引頸以待」的繞道甫通
車，港島交通立即出現混亂，通車首兩天連接西隧出
入口主要幹道出現慢車車龍。
更有駕駛者反映繞道設計不理想，特別是西隧出口

東行方向需要左拐右彎，較通車後往往花上兩三倍時
間才到達目的地，而西隧出口更罕有出現車龍。
政府應從速修正顧問報告的數據，並按近日繞道通

車後的車流數據，再觀察一段時間，在掌握充分數據
後始詳細考慮三隧方案的可行性。

應按原計劃 免巴士隧道費
最後，我們必須強調三隧分流方案不應與施政報告

中豁免專營巴士的隧道及道路收費掛鈎。前者推行目
的，是要達至更有效地分流隧道，充分使用現有資
源；後者則是補貼市民交通費，紓緩市民的生活壓
力。縱使三隧分流方案未獲得公眾接納，當局也應按
原訂計劃推行豁免專營巴士的隧道及道路收費。

■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暫收回「三隧分流」符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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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日首次以網上直播形式聆
聽和回應網民對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意
見。就「關愛共享計劃」派4,000元的措
施出現混亂，陳茂波認同有關安排不便
是「抵鬧」，對此表示不好意思，強調
會汲取經驗。至於今年會否再派錢，陳
茂波指今年盈餘較去年少了三分之二，
加上外圍環境不穩，故現在要做好資源
分配，仍在思考有什麼措施可令大家受
惠。
陳茂波首次在facebook做直播，由藝

人王祖藍做主持，替網民提問。昨日最
多網民關注的議題仍是「關愛共享計
劃」派4,000元的措施，陳茂波坦言，明
白社會對有關措施有很多批評，「今次
令到大家咁唔方便，真係唔好意思」，
重申會汲取經驗。
對於坊間質疑政府為何不簡化措施，

讓市民網上填表，陳茂波解釋，若採取
有關形式，要先經過採購程序，加上要
收集200多萬人的數據，保安工作更要
小心謹慎，所需時間會更長，故當時衡
量過後覺得親身交表或郵寄的方法較
好。

「今年最緊要保住份工」
被問及今年又會否再派錢，陳茂波

說，今年盈餘較去年少了三分之二，加
上外圍環境不穩，故現在要做好資源分
配，「今年最緊要保住份工。」

他又說，明白市民也關心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對自己有什麼着數，故仍在思考有什麼措施可令
大家受惠。

指醫療資源畀足 不會留難
近期公立醫院又再面對人流高峰，不少人都認
為應增撥資源，陳茂波指，2018/19年已增加了80
多億元經常性開支予醫管局，自己近日亦已和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通電話了解情況，強調在
醫療上一定會給予足夠資源，不會留難。
其他市民關心的議題，還包括房屋、土地、教

育、長者綜援等。陳茂波指，目前土地供應不足，
不能興建大量公屋，但政府已將9幅私營房屋用地改
撥興建資助房屋，並將公私營房屋調至七三比。他
又說，「明日大嶼」計劃主要希望增加土地供應，
解決住屋短缺問題，改善交通及增加就業機會。
至於有聲音認為政府應設租金管制，陳茂波指

參考外國經驗，若實行有關措施，業主或會不出
租單位，故暫時無相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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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左）開fb直播了解網民對新
一份財政預算案的意見。 網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佔中
三丑」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涉嫌煽
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等罪尚未有判決，
三人近日已部署下一步行動，意圖到台
灣向當地大學生「分享」違法「佔中」
經驗。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質疑「佔中三丑」因在港鼓
吹「港獨」而落得慘淡收場，只能到台
灣勾結「台獨」勢力，圖死灰復燃。他
們呼籲香港市民及台灣學生應共同抵制
這些鼓吹犯罪分子。
台灣政治大學近日向校內師生發電
郵，指1月29日（明日）將舉辦名為

「雨傘運動與東亞民主展望」論壇，而
主講者正是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

葛珮帆：「港獨」已是夕陽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佔

中三丑」到台灣唱衰香港、詆毀「一國
兩制」的言論多少會對台灣大學生對香
港的形象有一定影響，甚至會促使「台
獨」與「港獨」同流合污，讓雙方「唱
雙簧」，因此必須正視問題。
她質疑，有關人等的行為是試圖要到

台灣勾結更多「獨派」，從而助長他們
在港播「獨」的本錢。

她指出，「港獨」在香港已是夕
陽，相信這些唱衰香港的人不會有人
理會的。

陳恒鑌：應禁「三丑」離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佔中

三丑」在當年煽惑違法「佔中」為香港
留了個爛攤子，今時今日又要再到台灣
荼毒他人，繼而又影響香港形象，對此
他予以譴責。
他又指，三人涉嫌煽惑他人作出公眾

妨擾等罪尚未有判決，擔心他們會「唔
找數」畏罪潛逃，建議有關部門應禁止

他們離港。

王國興籲兩地民眾抗「獨」
「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對於「佔
中三丑」的行為表示極之憤怒並予以譴
責。他指，違法「佔中」眾所周知是破
壞香港社會秩序的活動，對社會造成的
損失已是不可量計的，而「佔中三丑」
卻到台灣散播所謂「佔中」的「經
驗」，顯然就是極之嚴重的錯誤。
王國興批評有關人等現時仍未學會反

省，呼籲兩地民眾共同抵抗這些鼓吹犯
罪分子。

「三丑」勾「台獨」政界籲抵制

ViuTV上星期五喺佢facebook專頁度貼咗《買樓狂想#曲》嘅
其中一段片出嚟，片中3個主持人就去咗水
泉澳邨做街訪，但聲稱一直都搵唔到「本
土香港人」，問嚟問去都係新來港人士
喎，個旁白仲寸呢班人唔使返工所以好得
閒喺街度hea。
最「精彩」係佢哋之後捉到個師奶做訪
問，對方一開口就係奇怪嘅鄉音，扮晒猶
豫之後就畀嗰3個主持人上屋企做家訪，個
旁白仲強調3個主持人「符碌」，仲寸多
句︰「同胞果然好人，同埋比較得閒。」
個師奶跟住就嚟料爆金句，不斷強調自
己間屋好新，仲話政府對佢哋「應該可以
再好啲」，又話自己有幾個同鄉住喺附
近，平時就一齊飲吓茶食吓嘢咁喎，總之
就係香港人恨唔到嘅生活啦。
段片最後就係3個主持人喺度話「明日大
嶼」到時起公屋，但每日有150個同胞來
港，「咁咪即係起個人工島畀人住？」
個節目講到咁，當然就引起唔少人鬧新
來港人士啦。「John Wick」話︰「越睇越
嬲。」「Matthew Chan」鬧爆︰「×，香
港咁多人沒屋企！但係人地（哋）大陸
（內地）一落就有屋住。」「Gloria Cho」
亦都「響應」批評「明日大嶼」︰「反對
東大嶼填海，睇完呢條片，我諗大家都會
反對，支持取消每日150人嚟香港。」

「師奶」原來是舞台劇演員
不過，唔少心水清嘅網民都睇得出條片
有古怪，覺得俾人家訪個師奶「啲戲好
假」、「口音似係扮」。「LauSiu QB
Kiuby」就踢爆︰「最尾果（嗰）個呀姐係
ViuTV《對不起 標籤你》第十集扮『強國
人』果（嗰）個香港人黎（嚟）嘅。」
「Tang Daisok Lin」就起埋嗰位「師奶」

底，指出佢根本係舞台劇演員，叫黃劍
冰，「用舞台劇演員扮大陸（內地）人受
訪者，ViuTV都幾低手，以為咁樣可引起
『中港矛盾』。」

似《蘋果》畀錢陳健康召妓
好 多 人 都 鬧 ViuTV 立 心 不 良 。

「Michael Yau」問︰「個節目乜嘢企
圖？」「ChunOn Chow」亦問︰「其實
ViuTV咁樣算唔算分化香港？」
「廖利昌」亦話︰「一睇就知做（造）
馬，全意識形態洗腦片！甚麼『本土香港
人』，目的就是搞分裂。」有人仲將呢件
事同過往《蘋果日報》畀錢陳健康召妓去
自製新聞一事去比。
唔少網民都質問 ViuTV 點 回應。

「Chung Lam Chi」︰「ViuTV點解釋，
唔係新聞節目唔代表你公司做嘅野（嘢）
可以做（造）假，係直接影響公司形象，
再者個（嗰）集仲要係刻板標籤。」「Yc
Ho」亦批評︰「舊時覺得ViuTV好，睇完
覺得衰過《蘋果》。」

專欄作家踢爆師奶個案造假
專欄作家「阿果」都為件事寫咗篇《小
心提防 ViuTV 假人騷》嘅文，除咗踢爆個
師奶個案係造假，仲指出個師奶曾經出現
嘅兩個節目，都係同一個監製韋嘉華。
至於個節目話水泉澳邨冇「本土香港
人」，篇文就引用數據話，屋邨嘅新來港
人士其實只佔23%囉。其實ViuTV個post
都有唔少人留言話自己都係土生土長住水
泉澳嘅香港人。

ViuTV到噚晚都冇回應
咁大單醜聞，ViuTV點回應？咪就係到
噚晚都冇回應囉。

為咗挑動兩地矛盾，電視台真人騷變「假人騷」？ViuTV日

前播出嘅《買樓狂想#曲》，聲稱幾個主持人喺水泉澳邨嘅街

訪搵唔到「本土香港人」，仲搵咗個有奇怪鄉音嘅「街坊」上

去做家訪，扮係訪問新來港人士，「街坊」仲喺節目度話特區

政府對佢哋「應該可以再好啲」，又話自己有好幾個同鄉住附近。節目

出街當然引嚟唔少人鬧爆新來港人士「霸公屋」，不過，有眼利網民就發

現個所謂「街坊」根本係舞台劇演員，仲曾經喺ViuTV另一個節目出現過

，唔少網民批評ViuTV「造假」，怒問「個節目乜嘢企圖」，而ViuTV

至今冇公開回應過件事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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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
■ViuTV被踢爆搵舞台劇演員扮新來港人士。 ViuTV短片截圖

■ViuTV早前另一節目《對不起 標籤你》亦曾請該名舞台劇演員扮新
來港人士，兩個節目監製均為韋嘉華。 ViuTV節目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