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暴教唆種票 政府看得到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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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絕大部分市民在新冠肺炎肆虐

下，也會佩戴口罩上街，然而不少人卻

未有適當處理已使用的口罩。香港文匯

報昨日便發現，市民通街丟棄曾使用口

罩的情況嚴重，不時也見到有口罩被胡

亂棄置在街頭或垃圾桶旁，就算丟進垃

圾桶內，也沒有依循正確方式，即放入

膠袋或紙袋內包好才放入有蓋垃圾桶內

棄置，倘有隱形染疫人士胡亂丟棄口

罩，更造成散播病毒的危機。食物環境

衛生署回覆表示，該署已加強公眾地方

的街道潔淨，並警告亂棄垃圾在公眾地

方屬違法，最高可被判罰款2.5萬元及

監禁6個月。

口罩通街丟 病毒通街飛
無包好放入有蓋垃圾桶 食環警告可囚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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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無
限期停課下，數十萬中小學生只能
靠網上學習維持進度。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到訪位於將軍澳的仁濟
醫院王華湘中學，視察了該校中六
生以視訊會議軟件網上實時上課情
況，又於網上小組討論環節與中一
生交談，並參觀了準備作為文憑試
試場的學校禮堂。
王華湘中學所有學生於中一入學

時均獲發平板電腦，以便流動學
習，林鄭月娥昨於教育局常任秘書
長楊何蓓茵陪同下，聽取該校校長
邱少雄介紹學校以不同電子學習軟
件，保持學生的學習動力和興趣，
及以電話輔導或流動通訊程式加強
與家長和學生溝通，提供學習和情
緒支援。
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十分關

注基層家庭學生上網學習情況，關
愛基金會為所有因疫情停課而須使
用電子學習的所有中小學學生提供
資助購買流動電腦裝置，而「防疫
抗疫基金」向所有學生提供的
3,500元津貼，亦已陸續發放。
她又說，嚴峻疫情可能維持一段
時間，呼籲學校、師生和家長積極
配合政府工作，同心抗疫。

全港學校無限期停
課，校巴行業受重創，

縱使政府向每輛非專利巴士及保姆車發放一萬至兩萬元津貼，
但仍難解業界預計長達半年「零收入」隨時結業的狀態。多達
300輛校巴及保姆車，昨日於葵涌貨櫃碼頭聚集請願，其中約
30輛車更慢駛往政府總部抗議，要求政府分別對學童車車
主、司機及保姆提供持續性支援，助業界捱過水深火熱的疫
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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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
濟）第二批滯鄂港人將分別
於明天及後天返港，其中，
滯留湖北省恩施的港人阿周
(化名)昨日收到入境處通知，
得知獲安排搭乘後日（26
日）包機回港，但滯鄂人士
需接受居家隔離。正受甲狀
腺癌復發困擾的阿周長期居
住內地，在香港並無住所，
返港必須自費租酒店，他昨
日向香港文匯報求助指，無
力支付酒店房租，十分絕望
地說：「入境處告訴我，如
果不能入住酒店，就不能搭
乘包機回港。」

無家癌漢無助

上周六（21日），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第二
批包機接載滯留湖北港人全部
在武漢以外，因此不會入住檢
疫中心，而是實行居家隔離。
這對身患頑疾兼失業的阿周來
說無疑是晴天霹靂，他說：
「對於我這樣身患癌症的人
士，錯過第一班包機已經很失
望了，現在得知無法入住檢疫
中心，簡直是雪上加霜。」
阿周兩年前查出甲狀腺

癌，目前頸部腫脹，懷疑復
發，急需回港求醫。原先預
約2月6日覆診，因滯留湖北
而錯過覆診期，醫院告知需
回港後才能重新預約，阿周
本以為乘搭第二班包機返港

後，終於能夠安心治病，豈
料被告知不能入住檢疫中
心，並要自費入住酒店。
阿周去年11月，因公司經
營狀況及身體原因已失業，
目前沒有收入的他積蓄僅餘
數萬元，「今次要我住14天
酒店又是一大筆開銷，我的
積蓄都是留着看醫生的。」
早前阿周已擔心香港隔離單

位不足，呼籲政府增加更多的
隔離單位，豈料「一語成
讖」，不幸被他言中，目前仍
在申請工聯會緊急援助基金的
他已走投無路，「援助基金還
未申請下來就要面對這樣的
事，我真的不知道找誰求助
了！」據了解，阿周在內地的
住所還需要繳付房租，這次若
要自費住香港酒店隔離，「真
是承擔不起。」

須自費租酒店 滯鄂港人徬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余韻）新冠肺炎
疫情久久未見平息，全港學校無限期停
課直到另行通知，學童在家學習情況備
受關注。民建聯近日訪問了逾600名中
小學生家長，超過四成人直言，停課期
間孩子花最多時間上網及打機，四成家
長亦擔心子女學習進度受影響，更有三
成人與子女衝突增加。民建聯表示，各
校電子學習安排有差異，建議教育局檢
視各校學習情況，並發出指引協助調整
教學進度。
為探討停課對學生及家長的影響，民
建聯於3月4日至18日，以網上及電話
方式成功訪問662名中小學生家長。結
果顯示，共43%家長指，孩子花最多時

間於打機（24%）及上網（19%）之
上，花最多時間做功課及進行網上學習
的則佔32%。
在停課期間，不少家長表達出各種憂
慮。有39%人最擔心子女學習進度受影
響，其次為擔心學生會荒廢學業
（18%）、沉迷上網（16%）、生活沒
有規律（13%）等。同時，33%家長表
示，停課期間增加了與孩子間的衝突，
亦有28%負面情緒有所增加。

民記倡教局助調學校教學進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表示，停課

多月，各校按校本情況安排不同學習活
動，惟各校安排參差，縱使同屬一個年

級，或會因學校不同的安排而導致學習
差距擴大。
他建議教育局檢視各校教學進度，並

發出指引，讓學校能在未來兩到三個月

理順好教學工作。鄭泳舜又指出，家長
在疫情期間會面對不少壓力，擔憂、衝
突或會加劇，希望政府能夠在學習及情
緒等各方面作出支援。

停課變「困獸鬥」三成人親子衝突增

新冠肺炎肆虐，口罩成為市民日常
生活的必需品，但口罩須每天更

換，有時甚至使用數小時即需丟棄，
加上使用過的口罩有可能已沾染病
毒，故正確地棄置口罩，對預防病毒
感染非常重要。
不過，巿民通街丟棄曾使用口罩的情

況轉趨嚴重，不時可見到使用過的口罩
遭胡亂棄置在街道上或垃圾桶旁。

口罩一地都係 清潔工密密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前往人流較多

的深水埗區和旺角區查察，發現確有
不少已使用過的口罩被棄置在街道
上，如在一幢私人大廈前及在賽馬會
投注站前便見有口罩掉在地上，如果
不是有清潔工人密密清潔，相信記者
在街上發現的棄置口罩將會更多。
就算市民有將用過的口罩丟進垃圾

桶，棄置方法和地點也不正確。衛生
署衛生防護中心曾指出，市民棄置口
罩時，應該將口罩向外對摺（即口罩
外向部分會向內），才放入膠袋或紙
袋內包好，再放入有蓋的垃圾桶內棄
置。不過，記者昨日所見，丟棄在食
環署垃圾桶的口罩，並沒有被正確地
對摺，也沒有被放入膠袋或紙袋內包
好，且食環署的垃圾桶是有放置垃圾

的開口，不設桶蓋。

未收處理指引 工友掃帚清理
一名食環署清潔工人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近期街道上的確多了
棄置口罩，可能是使用量大增所致，
有部分缺乏公德心的市民，就算有垃
圾桶也不放置，只是隨意棄在垃圾桶
旁，令衛生情況變差。
他又表示，未有特別收到有關處理

棄置口罩的指引，因此與處理其他垃
圾時相同，他會使用掃帚清理，由於
不會直接用手接觸口罩和垃圾，故不
擔心會有感染病毒風險。
食環署發言人則回應表示，該署主

要職責是保持環境衛生，而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該署已加強公眾地方的街
道潔淨服務，包括加強清理經常發生
亂拋垃圾和其他公眾潔淨罪行的地
點，以保持環境衛生。發言人指出，
根據《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
（第一百三十二BK章），任何人將
扔棄物棄置在公眾地方即屬違法，違
例者最高可被判罰款2.5萬元及監禁6
個月。該署執法人員亦可根據《定額
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
（第五百七十章）第三條，向違例者
發出1,500元定額罰款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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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訪問了近七百名中小學家長，超過三成家長與子女在此期間的衝突增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今年是立法會選舉年，雖然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但泛暴派不僅完全無心幫助抗疫，還要煞費
苦心、用盡賤招謀取議席。近日網上便出現大量
「攻略」，教人如何獲取功能界別選民資格，擺
明車馬種票。有建制派老友對自明話：「泛暴派
去年在區議會選舉中靠暴力威脅和種種不公義招
數，取得大多數席位，如今食髓知味，又不擇手

段部署影響9月立法會選舉，相關種票攻略明顯違
反選舉規例，屬選舉舞弊，執法部門要嚴肅處
理，嚴懲不貸。」
據老友觀察，為取得今年立法會選舉議席過

半，泛暴派可謂絞盡腦汁，他指出：「從網上的
種票攻略可見，泛暴派搜羅進出口、體育演藝文
化出版、工業、批發零售等各個界別的『屈機
位』，教唆他人如何虛報登記成為功能界別選
民，以圖影響選舉結果。比如教唆人偽造功能界
別資格，煽動『黃店』申請入會資格等等。泛暴
派中人毫不掩飾表明，要用盡一切辦法搶攻立法
會議席，實現『奪權大計』的第二步。」
這種教人種票的行為明顯違法，必須受到嚴

懲，老友話：「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第
四十二條，任何訂明團體須按選舉事務處的要

求，提供符合《立法會條例》所訂明有關功能界
別選民資格的會員資料，作為選民登記之用，這
些資料必須真實正確，否則會觸犯刑事罪行，最
高刑罰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6個月。而任何人
教唆他人作出虛假陳述，無論有否在選舉中投
票，均屬違法。選委會發現這些違法行為，一定
要交予執法機構處理，追究到底。」
不過對泛暴派的種種邪惡招數，老友亦不無擔

心：「去年區議會選舉中，泛暴派利用網絡散播
謠言，用暴力恐嚇建制派候選人和選民，由於政
府執法不足，未能形成阻嚇力，導致泛暴派不斷
教唆支持者以身試法。因此，政府必須考慮與網
上平台合作，使用新技術手段打擊違法選舉行
為。事實上，歐美早就要求facebook、Twitter推
出監管政策，防止干擾選舉的政治廣告或言論。

特區政府同樣要堵塞監管漏洞，不可任由泛暴派
胡作非為。」
種票絕非小罪，老友指出：「過往多次有種票

案例，被判處入獄者也不乏先例，泛暴派教唆他
人種票，情節嚴重，不可輕恕。網上教種票，暴
露泛暴派視法律為無物，是破壞法治的罪人；更
視選民為政治工具，欺騙選民破壞選舉制度。選
管會、廉署應馬上展開雷厲風行的執法行動，嚴
打網上種票行
為，要求網絡
平台刪除干擾
選舉的不法信
息，維護立法
會選舉的公正
公平。」

■記者昨日發現有巿民在街上隨地丟棄使用過的口
罩，有播毒危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使用過的口罩未完全放在袋內便棄
置於垃圾桶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被丟棄的口罩未放入膠袋內包好，造
成播毒隱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隨街丟棄
未有包好

未放袋內

■林鄭月娥在王華湘中學中一生的網上小組討
論環節與他們交談，了解他們家中學習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