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西貢泛暴派區議員擬將該區兩個

公園分別命名為「周梓樂紀念公

園」及「陳彥霖紀念公園」，結果

昨日在會上爆發罵戰。由於相關建

議事前沒有得到周梓樂及陳彥霖家

屬同意，泛暴派在會上互相指責對

方食「人血饅頭」，西貢區議會主

席鍾錦麟最終引用會議常規第二十

四條，通過暫停討論這兩項動議，

才令鬧劇告終。

西貢區議會昨日討論有關命名動議。泛
暴派議員、「將向天晴」葉子祈申請

在討論動議前宣讀聲明，惟他讀聲明前拿出
一袋紅色饅頭道具倒在桌面上，狠批提出兩
項動議的泛暴派議員在食「人血饅頭」，在
兩名死者家屬的傷口上撒鹽，在動議前亦無
徵詢死者家人，做法野蠻，又質問他們是否
知道公園的規劃詳情，狠批他們在消費死
者。

批動議者未獲家屬同意
「新民主同盟」黎煒棠在會上哭訴，該動
議只會令死者家人及朋友不能遺忘傷痛，再
次質問動議者有沒有徵得家屬同意命名。
動議更名「周梓樂紀念公園」的「將軍澳
民生關注組」陸平才狡辯稱其出發點是想
「還原事件真相」，不是想令其家人難堪。
有份和議的「將軍澳民生關注組」李嘉睿
更「攬炒」謂在席所有泛暴派議員全部都是
食「人血饅頭」而得到的議席，沒有資格批
評他人。
「新民主同盟」黎銘澤就指責其他泛暴派
議員不應為策略考慮而犧牲別人的感受，同
樣不接受泛暴派聲稱自己不知事件會引發爭
議。「新民主同盟」秦海城亦說如果動議人
做足功課，就不用臨時做出修訂，將名字改
為日期，而他亦反對在事件發生不久後就設
立紀念設施。

拿民生議題撈政治資本
泛暴派議員張展鵬說自己是調景嶺的居
民，對動議感到非常憤怒，認為他們是在用
公帑做政治意識濃厚的公園，然而將政治議
題帶入公園只會令市民失望，而動議人亦沒
有諮詢附近居民。
他說，已在網上聯署逾2.4萬個簽名反對
改名，希望同場的泛暴派不要政治化民生議
題，然後化成自己的政治資本，並要求動議
及和議者向死者家屬道歉。有份和議的泛暴
派議員蔡明禧隨即在會上鞠躬致歉。

西貢區會通過暫停動議
西貢區議會主席鍾錦麟稱，死者家屬的意
願非常重要，現時亦不是成熟的時機，因此
引用會議常規第二十四條，動議暫停討論這
兩項動議，結果以16票贊成，13票反對，
獲得通過。

泛暴區員認靠血饅贏區選
命名公園掀內訌 互罵爆響口一齊出醜

▲▶葉子祈拿出一袋紅色饅頭道具（紅圈）倒在桌面上，狠批提出兩項動議的同道是食「人
血饅頭」。 視頻截圖

在炒作公園命名的同時，泛暴派
議員昨日在議會上還炒作了多個政
治議題，包括通過動議「譴責港
鐵」至今未能「全面修復設備及設
施」，違反區議會職能通過所謂的

「監察警權計劃」，及通過要求以公帑設立所謂
「連儂牆」等。西貢民政事務專員趙燕驊表示，秘
書處不會就計劃提供相關服務，政府亦指社會對所
謂的「連儂牆」無共識，要設立是言之尚早。
「區政聯盟」議員王卓雅在會上聲稱，港鐵以示

威者破壞港鐵設施為由，長期「無因由」拖延對各
港鐵站設施的修理及維護工作，又聲言港鐵寧願加
聘人手維持鐵路安全，也「不考慮」加速修理為乘
客帶來諸多不便的破爛設備，要求取消港鐵「附例
特勤隊」。
港鐵回應道，港鐵運作於去年6月開始受到公眾

活動不同程度的影響，大量車站設施持續受到不同
程度的破壞，被破壞設施的數量以千計，需時修

復，且部分設施的零件亦因破壞規模太大而出現短
缺。另外，由於車站內發生的逃票行為，才新增一
隊「附例特勤隊」。

秘書處：違規事不服務
西貢區議會昨日還通過所謂的「監察警權計

劃」，趙燕驊指出，該動議的內容與區議會職權不
符，警方執法非西貢區的事情，而是全港性。動議
內容非單純提供意見，而是涉及相關行動，如有委
任人士成為「監察員」及撥款，並因此動用區議會
資源，是違反規定的，故秘書處不會就計劃提供相
關服務。
至於昨日通過的增設「連儂牆」動議，更要求由

區議會撥款設立、進行、日常管理和保養。政府方
面表示，由於整體社會對設立「連儂牆」沒有共
識，在個別地區設立恒常化的「連儂牆」是言之尚
早，故認為現階段研究個別地點的可行性，屬本末
倒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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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派區議員在區議會隨意通過動
議，包括要「監管」警察，又聲言港
鐵寧願加聘人手維持鐵路安全，而
「不考慮」加速修理為乘客帶來諸多
不便的破爛設備，要求取消港鐵「附

例特勤隊」。不少市民都對此感到不滿。他們批評泛
暴派區議員的行為根本就是濫權，在議會作出要監察
警員是在炒作政治，不理民生，浪費時間和公帑。
張先生：我認為他們是在浪費公帑及區議會的時

間。無理由把民生的資源撥給某些人監察警方行
動，因為本來已經有監警會，根本毋須區議會自己
去搞，他們亦根本沒有權力，可笑。
王先生：我認為他們是因為立場需要，讓自己的

支持者看到他們有做事，而不是贏了議席就不理政
治。不過，我覺得他們要多做實際行動，去為社區
服務，總比這樣浪費時間及浪費公帑要好。
姚太：本身就是黑衣魔自己搞破壞，才令到市民

大眾無得用相關設施，為何區議會要反過來質問港
鐵？我不明白亦不同意，我認為這是本末倒置。
黃先生：由於設施持續被破壞，就算港鐵當天修

復好，但隔天又被破壞掉，那如何能全面修復呢？
另外，港鐵「附例特勤隊」負責的只是防止再有人
破壞或跳閘的問題，且「特勤隊」又不會影響市民
日常的生活，又能維持港鐵閘口的治安，何樂而不
為？要求取消港鐵「附例特勤隊」的人，是否別有
用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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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泛暴炒作 街坊促服務社區

西貢區議會昨日舉行第二次大會，會上
泛暴派議員出現互罵情況。而會前亦有
「專業動力」方國珊與「新民主同盟」的
范國威就座位安排爆發罵戰，方國珊狠批
范國威等人在未有知會情況下調配座位，

是在議會中打壓少數派，不尊重人權。
根據西貢區議會慣例，第一次會議座位按姓氏排序，

議員在會後再自行協商日後座位安排。方國珊在第一次
會議後曾表達希望「專業動力」3名議員座位可安排於
會議室左邊前排。當她昨晨步入會議室時，發覺其位置
被安排於會議室右邊前排後，隨即發難，不滿區議會擅
自更改其位置。
范國威稱，在1月2日及16日區議會開會後，議員曾

一起討論座位問題，只是方國珊等人沒有留下出席。方
國珊反駁指當時會議已經結束，她才沒有留下，並強調
自己不滿的是沒有人知會她座位的安排和結果，並批評
范國威等人不尊重人權及少
數派的意見。
她認為少數派議員被打

壓，提議保留原有位置或以
抽籤形式決定位置。范國威
卻不斷堅持沒有問題，方國
珊即說范無權，並狠批他：
「只會巴結及弄權。」范聞
言隨即要求對方「開咪講」
以留記錄，又反稱如果方國
珊要誹謗他就會發律師信。
其後，方國珊及張展鵬一度
離席抗議，最後眾議員投票
通過目前的座位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方國珊批范國威：
擅調座位欠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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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國威（左一）與方國
珊（右一）互相指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杜思文）在壹傳
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日前被捕後，屢有英美政客
說三道四。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
日批評，美方有關政客屢次打着所謂民主與自由
的幌子，顛倒黑白、不分是非，粗暴干預特區法
治和司法獨立，並予以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多
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也表示，
美國有政客以歪理及謊言試圖破壞香港社會的安
寧，企圖插手香港事務，做法陰毒，並呼籲特區
政府繼續嚴正執法，以維護法治精神。
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議員日前發聲明，
稱關注黎智英被捕一事，更呼籲華府全面落實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駐港公署發言人表
示，美國有關議員睜着眼睛說瞎話，昧着良心搞
包庇，公然為黎智英等罪證確鑿的禍國亂港分子
洗白美化，公然抹黑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警
方依法執法的正當行為，公然以「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相威脅，赤裸裸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破壞香港繁榮穩定與法治，其言可鄙，其心
可誅。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法治的香港，美國有
關議員的亂港言行注定以失敗告終。

盧瑞安：肥黎亂港眾所皆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泛暴派一直勾

結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不斷以失實、抹黑的
手法挑起事端、分化社會，從而達到奪權及提供
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平台，這種劣行更愈來
愈猖獗。
他直言，一直扮演西方勢力代言人的黎智英，

其亂港行為眾所皆知，警方在掌握足夠證據後決
定採取拘捕行動，完全是依法辦事，外國勢力及
泛暴派不斷將之妖魔化，其真正原因可謂昭然若
揭。駐港公署聲明內容一語道破這些邪惡行為的
真面目。

梁志祥：赤裸干預中國內政
全國政協委員梁志祥亦表示，香港警方在有充

分證據下作出拘捕行動，完全遵守法律辦事，外
國勢力如此緊張，甚至傾巢而出以各種歪理為禍
國亂港分子洗白，公然抹黑特區的司法制度，攻
擊警方依法執法的正當行為，更抬出所謂「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相威脅，是在赤裸裸干預香港

事務以至中國內政、破壞香港繁榮穩定與法治。

周浩鼎：極大傷害司法制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強調，凡有人涉及違
法行為，警方就可以依法拘捕，律政司依法檢
控，而是否有罪須交給法庭作獨立審判。美國議
員發表聲明亂扣帽子行為，污衊香港的司法制
度，更帶出一個錯誤的訊息，誤以為外國勢力對
違法者提供保護傘，違法也不需要受到法律制
裁，將對香港的司法制度造成非常大
的傷害。
另外，民間團體「政中香港人」昨

日赴律政中心請願，強調任何人都不
能凌駕法律，故支持政府不偏不倚、
無畏無懼地執法，彰顯香港法治。
團體發言人林先生強調，特區政府

要頂住這些外國勢力的壓力，不能讓
香港的司法獨立被任何人破壞，同時
要繼續嚴正執法，依法檢控所有暴
力，這才是維護香港法治的正確做
法。

「政中港人」挺無畏無懼執法
「政中香港人」召集人劉先生則表示，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傳媒大亨亦不能為所欲為，並狠批
有法律界中人大談所謂「罪不罰眾」的歪理，將
弱化下一代人的法治意識。過去一段時間的打砸
搶燒，更反映法治對社會的重要性，倘無法治，
社會就會淪為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每個人都會
成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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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署譴責美政客干預港事 各界籲特區嚴正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聯
會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約見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提出政府應汲取關愛共享計劃
的經驗，以最簡單、最便捷方式派發1
萬元，包括利用電子平台過數，以減省
實體銀行進行工序的時間，盡快將應急
錢交到市民手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在會面後表

示，隨着電子錢包日趨普及，不少市民
已經登記及使用。目前，香港流通的電

子錢包大約有9款，部分包含提款及轉
賬功能，加上香港金管局已建立統一平
台「轉數快」，相信可加快1萬元的派
發流程。

鄧家彪籲市民用網銀
她建議政府透過現有發放長者生活津

貼及生果金的系統，直接向合資格的83
萬名長者發放1萬元款項，此舉除便利
長者外，更能省卻處理其中83萬人登

記的程序。
工聯會新界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則

呼籲，市民應盡快申請開設網上銀行，
因為透過網上銀行戶口可以較簡單、安
全地在網上登記，避免排隊填表造成不
便。會上，政府反映使用網上登記同樣
遇到個人資料的法律問題，因為政府無
法核實在網上授權政府使用其個人資料
的人士，是否為身份證持有人本人。
麥美娟認同，通過長生津系統發放

的做法可能涉及個人資料使用的法律
問題，因為申請人當日在填寫個人資
料時已列明只供申請長生津之用，倘
政府將有關人士的個人資料轉到其他

計劃，就必須事先徵得當事人同意。
故此，希望政府當局能夠盡快與律政
署及私隱專員公署商討，早日解決有
關的法律問題。

麥美娟：當局研簡化
麥美娟還表示，他們在會上同時反

映了部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派
錢安排，官員回應指可交由其監護人
代為申領，政府還計劃協助部分行動
不便人士領取款項，屆時會聯絡社會
福利署或由監護人代為領取，當局正
盡力壓縮申請及領取時間，期望暑假
進行登記。

■工聯會與陳茂波會面，商討現金發放計劃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聯倡電子支付派應急錢

■「政中香港人」到律政中心外請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