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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噚日貼咗篇千字文陳詞出嚟，內
容要求法官企喺佢嘅角度睇件事，又

話自己任何公開行動，都係想「改變社會的
不公」喎。佢仲話，政府派人「監視」議員
係「違法」、「不當干預」，話立法會因為
咁而冇尊嚴、唔獨立、監察唔到政府喎。
佢仲形容，自己搶人手機只係「超越一點
點的所謂社會規範，去抵擋、去反抗」，但
好「遺憾」法庭往往只係話「抗爭者『太過
火』」喎。

犯法者反質疑法庭判決
不過，許智峯轉個頭又話自己係有做錯，

會「有所承擔」，但轉多個頭又話立法會就

嚟要審議《逃犯條例》有關嘅修訂，希望法
庭嘅判刑可以畀佢履行立法會職務。咁即係
承唔承擔呢？
雖然佢講到振振有詞咁，但大多數網民都
好清醒，所以絕大多數留言都係鬧爆佢嘅。
「Mok Andy Kolice」概括話︰「成段嘢嘅
中心思想就係， 為咗『公義』不擇手段搶
人手機『好小事』， 仲有《逃犯條例》在
即你唔好諗住判監 ，我坐監即是『政治審
訊』。」「Tommy Lee」亦得出類似結論︰
「其實咁大段野（嘢）只係想講，只要係為
左（咗）佢聲稱嘅公義，就可以為所欲為，
完全唔受任何法律嘅約束。」
「Joseph Lee」狠批︰「喱（呢）個低B

早就要DQ佢哩，專做埋搶手機、（搶）
咪、（搶）文件。入咗罪扮可憐博同情話
『為正義』。」「Ares Chong」亦鬧︰「你
是立法局（會）議員，但你去犯法！如政府
有犯法，你地（哋）開晒記招公告天下啦。
現在罪成，你還不認罪，不認錯……以你的
智慧，你真係無料服務香港市民。」

網民悔當年投錯票撐峯
「Denny Lam」就質問許智峯有咩資格去
扮執法者︰「你咁鍾意執法，咁你又唔去做
警察？又要話啲警察係『黑警』？ 叫你去
立法你又走去叫口號，衝主席台，依（）
家仲犯法！你個人係咪真係咁矛盾呢 ？」

「Eva Tam」表示︰「我很後悔當年立法會
選舉投了你一票。」
有啲網民就廢（費）事同佢嘥氣，「Che-

wang Pak」就話︰「恭喜你呀被判入罪。」
「Mike MikeGiant」就同佢重溫返公民黨黨
魁楊岳橋嘅金句︰「聽楊×橋講，入去坐
下，人生會更精彩，喺入面學下乜野（嘢）
叫法律，出嚟就會自律一下，人人都話為公
義而不守法，社會咪會大亂囉，好似立法會
咁，比（俾）你地（哋）搞到無規無矩。」
見佢講到《逃犯條例》修訂，「Jaff

Yeung」就話︰「『民主派』咁鍾意犯法，
唔怪得要反對《逃犯條例》（修訂）
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為阻撓「明日大
嶼」的相關撥款工作，竟向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提
出不信任動議，聲言對方在電
台節目中表示可在十多小時內
通過有關撥款，是「不適合做
財會主席」。有關動議在昨日
的財委會特別會議上討論，最
終被大比數否決。陳健波指
出，自己當日只是回應節目主
持人查詢，講出自己的估算，
並非反對派所講的「劃線」。
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議員有
「民主霸權」心態，剝奪他人
發表言論的自由。

逐字記錄還健波清白
有關議案由公民黨議員郭家麒

提出，郭家麒昨日發言時聲稱
「明日大嶼」是「大白象」工
程，「浪費」香港納稅人的錢，
又聲言陳健波不能為財會「好好
把關」，並認為陳健波早前在電
台節目中表示可在十多小時通過
有關撥款，是在議題未上會前就
「劃線」，做法不恰當云云。
陳健波作為議案所涉人物，

昨日並無主持會議，改由金融
界議員陳振英主持，而陳健波
則在台下回應反對派對他的
「批評」。陳健波指出，反對
派所言並非事實，強調沒有要
求在十幾個小時內通過「明日
大嶼」有關撥款，又或急於劃
線。他詳述當日受訪情況，指
出當時財委會剛改過規則，自
己只是在節目上回應主持人的
詢問，並根據過往經驗說，一
般財委會議程只是 6小時就通
過，即使有爭議的項目，過往

在10小時內亦應該可以完成處
理。他並就有關訪問內容向其
他議員提供了逐字記錄。

郭家麒「指控」不盡不實
陳健波批評，郭家麒的所謂
「指控」不盡不實，並指出議
事規則沒有規定財委會主席不
能給評論意見。他說，自己在
主席位置上主持會議時，當然
不會給意見，但他作為議員，
當然要為大是大非、影響香港
深遠的議案給意見。他強調，
自己作為財委會主席，完全依
照指引做事，不偏不倚、公平
公正，在會議中不提問、也不
投票，如有需要投票，也是投
反對票，根本不影響會議結
果。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認同，陳

健波一直盡心盡力為議會服
務，經常追問政府官員關於政
策的解釋。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表示，香港

一直以來都享有高度的言論自
由，但反對派有「民主霸權」的
心態，認為只有自己才能有言論
自由。
郭偉強認為，陳健波只是在節

目上表達了自己的估算，看不出
有關意見影響他在議會內的行事
方式。他續批評，反而是民主黨
議員涂謹申在《逃犯條例》相關
法案委員會開會討論前已經表明
了反對立場，並切實地浪費了兩
次會議的時間，配合反對派對議
案拉布，「這才是濫權，不符合
專業誠信。」
最後，動議表決的結果以19

票贊成、39票反對、0票棄權，
否決了不信任陳健波的動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軒 瓊海報道）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專題調研組昨日繼續在海南
的調研行程，先後在海口的海南省數據大
廳、海口綜合保稅區，及瓊海的博鰲超級中
醫院等多地進行調研。有代表認為，海南在
大數據應用及中醫藥發展等方面，可與香港
互相借鑒、優勢互補。
走進位於海南省政府會展樓一樓的省政務
數據大廳，迎面就是一塊巨幅顯示幕，上面
各種數據正不斷切換，這裡堪稱「海南的大
腦」，全省各部門各領域558個資訊系統的
政務數據，就在此匯集、共用，暢通運行。

籲港開放數據迎大勢
大數據的應用引起眾多代表的興趣。調研
組成員、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
官洪為民表示，香港在處理政務數據之時，
存在「政務孤島」的現象，即各個部門之間
的數據並不互通，甚至連數據的模式都不
同，但海南不僅實現了部門之間的數據互

通，而且擁有大量民間機構所提供的數據，
對該省各地的旅遊乃至防災情況都實現了實
時監控。
他認為，香港的不足源於對隱私的高度保
護，以及企業不願意與政府交換數據等，但
大數據是世界潮流的大勢所趨，香港應努力
轉變，同時培養更多大數據人才，以面對未
來的需要。
昨日下午，調研組一行乘車抵達瓊海市博

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並在該區的博
鰲超級中醫院等多地進行調研。據介紹，該
院設有國醫苑、國藥苑、國術苑、國醫書苑
四大核心功能區及四大配套功能區，以「茶
養」「藥養」「神養」和針灸、點穴、撥筋
正骨、沉香古方等非藥物理療「術養」，以
及太極拳、八段錦、易筋經、五禽戲「形
養」等康養體驗項目為特色。
調研組成員、百成堂集團主席李應生表

示，中醫藥養生是我國的一大特色，近年港
人對於中藥的需求亦愈來愈大，通過中藥調

理養生者不在少數，而該院的配套設施雖未
臻十全十美，但已屬不錯，不僅能與本港優
勢互補，相信未來亦會成為港人休閒度假的
一個好選擇。
調研組今早將赴博鰲亞洲論壇會址調研，

隨後將前往三亞的鳳凰島國際郵輪港等地進
行調研工作。

民主黨立法會議

員許智峯舊年喺立

法會強搶保安局女

EO（行政主任）手機，噚日俾

法庭裁定「普通襲擊」、「有

犯罪或不誠實意圖取用電腦」

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

三項罪名成立。佢冇悔意就係

人都知，但估唔到佢噚日仲好

威水咁喺 facebook貼咗自己喺

法庭嘅陳詞出嚟，內容都係鬧

政府人員「違法」，自己搶手

機係想「改變社會的不公」，

認為自己只係「超越一點點的

所謂社會規範，去抵擋、去反

抗」，仲叫法官要俾佢去參與

《逃犯條例》相關嘅會議添。

結果大批網民留言鬧爆許智峯

掉轉啲嘢嚟講，「犯法就犯

法，唔好講得咁冠冕堂皇啦小

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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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參觀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人大代表昨亦到訪海口江東新區展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人大代表鄺美雲參觀海口綜合保稅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鴿峯妄求參政資格
網民批無資格服務市民

工商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長江集團成員一向熱心公益，積
極參與社會服務，在實踐企業

公民責任的表現備受肯定，已連續
十六年成為最多成員公司獲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頒贈「商界展關懷」標
誌的企業集團。今年，集團共有149
家成員公司獲得此項殊榮。
於149家獲表揚的集團成員當中，

23家公司獲頒最高嘉許類別的「十
五年 Plus 商界展關懷」標誌。此
外，45家公司獲頒「十年Plus商界

展關懷」標誌，以及43家公司獲頒
「五年Plus商界展關懷」標誌，表
現令人鼓舞。
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辦的「商
界展關懷」計劃旨在促進商界與社
福界之間的策略性伙伴合作，共同
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締造共融的社
會。長江集團在「商界展關懷」的
三大評審範疇包括關懷社區、關懷
員工及關懷環境各方面均展示良好
企業公民的責任。

5月12日佛誕日適逢母親節，佛教法光中心聯同中國少林武
術協會及香港宋慶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合辦主題為「國家安定
繁榮，佛法興盛弘揚」之浴佛節慈善活動於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大禮堂隆重舉辦。主辦單位中國少林武術協會會長釋德熙及香
港宋慶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主席何淑雲出席。
釋德熙會長致辭，希望中國傳統少林武術繼續發揚光大，推
廣到全世界各地去，並呼籲青少年除了學習武術外，還要學習
武德、修身、養性，祝願國家繁榮安定，佛法興盛弘揚。
中國少林寺國際武術學院少林少年軍校院長釋行博表示，中

國少林武術是國粹，除了強身健體，防身智慧外，還可保家衛
國，希望是次活動能帶給青少年一股正能量。
出席嘉賓河南省嵩山少林管理局局長李慶偉、羅文生、陳振
輝署理總警司、王國興議員等為慶典揭開序幕。佛教法光中心
及中國少林武術協會義助表演。大會還予每位來賓長者素飯盒
及福袋。

給戲集團公司的全資公司GELOS PICTURES
（GP）日前與美亞淘夢公司，簽署了重拍授權協
議，計劃在未來三年內重拍五部由美亞集團擁有版
權的電影。這五部電影均是香港90年代的經典港
產片，分別是《算死草》、《新精武門》、《行運
一條龍》、《千王之王2000》、《一本漫畫闖天
涯》。
GP的電影製作發展將為給戲集團的「世界首家

分散式藝人孵化生態」增加更多演藝機會，讓想成
就星夢的草根重燃希望，敢於夢想，星夢成真。此
外，GP在未來三年也會參與不少於七部電影，目
標是給新人提供不少於200個演出機會實現星夢。
給戲集團創辦人陳昌義表示，美亞集團是電影製

作的老行尊，為香港影視業做出了很多貢獻，能跟

這樣的集團合作很榮幸。這五部90年代經典港產
片，曾為觀眾留下許多開心、幽默和難忘的情節，
希望通過是次重拍的合作，可以讓這些情節通過不
同的方式再次呈現給觀眾。更重要的是，GP能夠
正式進入電影製作行業，為有演藝細胞的朋友提供
更多的演出機會，讓他們星夢成真。
美亞娛樂集團執行董事李燈旭認為，美亞擁有超

過600部經典電影的知識產權/版權，今次有機會
把其中五部膾炙人口的版權作品再一次重拍，除了
知識產權在新時代得以延伸，更能為電影故事和電
影人物注入新元素，而且這次合作將會配合網絡選
秀大型線上線下活動，讓年輕創作人和新演員有更
多一展所長的機會，期待能為電影業和互聯網娛樂
板塊帶來更緊密的互動。

長江集團149家成員公司獲頒「商界展關懷」標誌

浴佛節慈善活動舉辦

■GELOS開展電影製作業務與美亞集團子公司美亞淘夢
合作重拍五部90年代經典港產片簽署了重拍授權協議。
從左到右：美亞淘夢董事何緯豐、美亞娛樂集團執行董事
李燈旭、給戲集團創辦人陳昌義、給戲集團總裁文雅彥。

GELOS與美亞淘夢合作重拍經典港產片

■長江集團旗下
149名成員獲頒
「商界展關懷」
標誌，連續十六
年成為最多成員
獲此殊榮的企業
集團。圖為各集
團成員代表於
「商界展關懷」
社區伙伴合作展
活動上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