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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呢家嘢真係好抽象，有時

多條頭髮都可能好唔同，不過如

果用幾十萬公帑搞啲咁嘅嘢，真

係唔知市民點諗嘞。話說報名參

選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嘅元朗區議員王百羽，

被傳媒發現佢向選舉事務處申報嘅開支中，竟

然用咗92.5萬喺形象設計方面，網民睇完真係

眼都凸埋，仲擔心緊自己係咪要驗眼，事關佢

哋真係睇唔出用咗咁多錢「裝身」嘅王百羽同

之前到底有乜分別。

天價公帑「裝身」王百羽「考人眼力」
申報92.5萬形象設計開支 網民嘲：同之前有乜分別？

有熱心網民就幫大家搵咗王百羽2016年同2020年嘅大
頭相出嚟，等大家對比吓有咩唔同，仲揶揄：「當

中，形象指導費75萬元。等等，請問洗（使）左（咗）
系（喺）？」
講到呢度，我哋就要先還王百羽一個公道，事關我哋日
前查過王百羽嘅選舉開支，佢喺個人形象花費嗰92.5萬有
5個細項，分別係佔咗27.5萬嘅視覺形象設計費、10萬嘅
形象指導費、5萬化妝費、25萬攝影及短片製作費，仲有
25萬嘅講稿撰寫費，如果扣除撰稿費，王百羽應該只係使
咗67.5萬「裝身」。

陸頌雄fb揶揄「開支之謎」
不過，67.5萬呢筆數都唔少，究竟佢同4年前有咩分別

呢？網民「Larm Blue」就話：「原來形象指導建議啲頭
髮由撥左邊， 變左（咗）撥去右邊，就值咁多錢」
「Matt Man」就留意到王百羽換咗眼鏡：「副眼鏡應該
都好貴」「Kwok Shuk Yi」就話：「減了少少肥？」工
聯會立法會陸頌雄亦喺facebook開post揶揄：「『開支之
謎』，75萬元搞形象指導……我究竟見到啲乜？」
不過更令人驚訝嘅係，王百羽同九龍城區議員李軒朗合
組嘅名單總開支係489萬，但喺「黃絲」嘅社交群組就冇
乜人提，似乎刻意掩飾緊「同路人」係大花筒嘅事實。

專頁爆王僅「撈油水」
fb專頁「無神論者的巴別塔」就形容呢單係最好笑，
但冇「黃絲」敢提嘅新聞，事關王百羽呢位「本土派」
參選人，原來接受咗創作公司「U Made This」450萬嘅
捐贈，事後公開後作為「U Made This」 母公司
「GLOS」創辦人嘅沈旭暉就急急割席，唔知係咪因為
沈旭暉係「共慘（產）黨員葉國華（個）『契仔』」
喎。
帖文仲話，王百羽曾經參加被攬炒派稱為「小圈子選
舉」嘅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仲成功當選選舉委員，
佢喺2017年更獲選為第十三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團
成員，真係點睇都唔似「本土派」，所以佢今次參加「飯
民」大台小圈子「初選」，只係混水摸魚撈油水，可惜好
多「黃絲」都信佢係「本土派」。
「CC Kwok」就慨嘆：「香港人唔願接受現實，明明
有啲人鬼到喊都唔肯割。」「Stephen Wong」亦批評：
「呢條肥××今次現晒形啦！」「Kwokchun Cheng」就
質疑王百羽呃公帑：「政府因為立會延任而宣佈（布）出
晒出選人嘅所有選舉開支，我極度懷疑有人報大數呃公
帑，講稿費50萬？字字千金呀？」

「黃絲」對公帑「運用
得宜」嘅標準真係好飄
忽。選舉事務處最近公布
立法會選舉參選人嘅開
支，其中元朗區議員王百
羽嘅名單使咗成489萬，除

咗數目遠超其他參選人，款項用處亦令人嘩
然，例如成張名單喺形象設計方面用咗185
萬，而社交媒體宣傳就用咗96萬。睇住王
百羽拎住咁大條數報銷公帑，平日話政府亂
使錢嘅「黃絲」竟然冇人鬧王百羽，反而叫
佢攞盡啲錢，高薪聘請「手足」喎。
「黃絲」雙重標準就唔係新鮮事，不過
我哋睇完王百羽嘅選舉開支後，睇怕就算王
百羽向政府拎返足489萬，「黃絲」願望都
會落空，事關王百羽今次冇用過一分一毫請
選舉代理人同選舉助理，更遑論會請「手

足」啦。
不過「黃絲」仍然沉醉喺佢哋嘅幻想

中，好似連登網民「用戶名有」就話：
「Ｘ（×），慳黎（嚟）做乜Ｘ（×），高
薪請『手足』派傳單都好」「哇Ｘ」仲建
議：「時薪一萬，周圍請『手足』做『傳單
師』」「普巴洛迪力架」更話：「就算係4
億都冇問題，洗Ｘ（使×）同佢（政府）客
氣咩？」
「612721831」就竟然話：「對於『黃色

參選人，只係想問點解唔claim（報銷）足
上限」「玉置浩二」就回覆：「態度正確，
又食又拎方為上策」睇住呢啲有逾200個讚
好嘅留言，就知有幾多「手足」幻想緊王百
羽真係會幫「手足」，唔知佢哋遲啲發現王
百羽喺選舉中冇請過任何助理嗰陣又會點
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元朗攬炒
派暴徒區議員王百羽申報2020年立法會選
舉總支出高達489萬元，其中逾450萬由一
間公司捐贈，更在化妝攝影等方面花費近百
萬。有團體質疑其申報的選舉開支不論獲捐
贈或支出的數目都極不合理，涉嫌觸犯《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及《稅務條
例》，昨日到北角廉政公署總部作出舉報，
要求盡快徹查事件。
「香港政研會」4名成員昨日下午到北角

廉署總部舉報。該會留意到王百羽申報的選

舉開支中，逾450萬港元由一間名為「U
Made This 」（UMT）的公司捐贈，而用
於社交網站設計和發布廣告開支高達96萬
港元，用於形象指導、撰寫講稿、化妝及攝
影亦高達92.5萬元。
發言人鄧德成認為，相比其他同組別參

選人，王百羽申報的經費超逾10倍至20
倍，令人咋舌，質疑當中有否涉及誇大開
支以達到對沖公司利潤、意圖逃避公司利
得稅等稅責，要求廉政公署立即立案查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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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絲」幻想報公數請「手足」

政研會舉報涉虛報選舉開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早前宣布押後立法會選舉，已
報名參選人可獲發還全數選舉開支，
但不包括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資格
（DQ）的參選人。香港文匯報近日
翻查選舉事務處資料，發現參選新界
東的「獨人」劉頴匡，其名單的選舉
開支逾147.5萬元，扣除18.7萬的捐
贈後，仍須自費近128.8萬元，是目
前被DQ的參選人名單中開支最高
的。
劉頴匡申報的147.5萬開支中，聘請

代理人及選舉助理的開支最多，達73.9
萬元，其中領取最多津貼的為一名叫
「Lee Chun Hei」的人，收據顯示此
人於5月1日至7月13日，及7月14日
至10月13日期間，為劉頴匡名單擔任

選舉代理人、司機及形象指導，分別
收取5萬元及7.5萬元。雖然選舉於7
月31日取消，但收據卻指「Lee Chun
Hei」仍會收取原定協議的津貼作賠
償。

濫送61.9萬人工予7人
劉頴匡另外聘請7人擔任設計師、攝

影師、物流及選舉助理，共花費61.9
萬元，但由於收據因選舉取消，故他
們於9月10日「提早結束工作」，但
仍收取原定協議的津貼作賠償，等於
「白送一個月人工」。
該名單在「供應予選舉助理之飲品

及食物」方面亦花費近2.9萬元，有申
報的日子幾乎報足一日三餐，而劉頴
匡在「租金、辦公室及運輸」方面中

有一項 42.5 萬元的「郵寄通函」開
支，該開支報稱是一百萬份通函的郵
費，收據由「永豪國際管理有限公
司」發出，提供的服務為「Special
Item（特別項目）」的按金。
香港文匯報原本想查詢該公司的報

價，但在網上搜尋「永豪國際管理有
限公司」後，發現該公司並無官方網
頁，亦無聯絡方法，而在公司註冊處
綜合資訊系統的網上查冊中心搜索
時，發現一間中英文名稱與收據一致
的公司。該公司於2018年9月20日註
冊，目前仍在營運，是一所私人有限
公司。
想cap水其實唔係咁易。特區政府
此前已經表明，被DQ者將不獲發還
選舉開支，意味劉頴匡很可能要自行

承擔相關費用。不過，佢原先係同另
外八個沙田區議員合組名單出戰新界
東嘅，而呢8個人未有被 DQ ，所以
暫時未知劉穎匡以外的其餘選舉開支
會否獲政府發放選舉開支補償。咁嘅
情況，只有靠政府把關囉！

劉頴匡選舉花逾百萬 被DQ料不獲發還

■陸頌雄都話睇唔透王百羽用咗咁多錢，究竟改咗咩形象。
fb截圖

■facebook專頁「無神論者的巴別塔」話王百羽根本係扮
「本土派」，可惜仲有好多「黃絲」相信。 fb截圖

■劉頴匡名單的選舉開支逾147.5萬
元。 資料圖片

本港昨日新增7宗新冠肺炎本地個案，其
中尖東帝苑酒店多3名男職員確診，酒店約
300名男職員都要接受檢疫。但專家批評容
許酒店住客無須檢測自行離開的做法危險，
隨時有可能造成病毒擴散。本港正處於第四
波疫情爆發前的危急關頭，政府必須果斷行
使權力，堵塞防疫漏洞，馬上對酒店、零
售、餐飲等行業的前線員工展開強制病毒檢
測，盡最大努力阻止疫情大爆發。

爆發群組感染的帝苑酒店，多名患者都是
酒店內餐廳、咖啡室的男員工，衞生防護中
心懷疑是更衣室播毒，因此要求全酒店的男
職員接受檢疫。酒店、食肆等前線員工接觸
大量客人，相互之間亦會一起進食和接觸，
感染和傳播病毒的風險較高。現時的做法是
否能阻止病毒擴散，惹來質疑。

首先，政府僅要求男職員檢疫，女職員卻
無須檢疫，酒店住客更已在昨日即時撤離，
各自歸家或轉往其他酒店，做法殊不理想。
因為即使酒店先後確診的4人都是男職員，
但與他們一起共事的女性職員也難保不會染
疫，理應擴大檢疫範圍。

其次，多名專家均認為，緊急疏散酒店住
客，可能反而加快病毒擴散到其他酒店和社
區，令情況更糟糕。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
超直言「當局的做法危險」，恐造成全城播
毒，建議當局應將所有住客留在房間，並逐
一進行篩查，得知初步結果後，再決定將他
們送去其他酒店或檢疫中心隔離。感染及傳
染病專科醫生曾祈殷亦認為讓住客離開酒店
有可能將病毒帶到其他酒店。

近期節假日多，加上市民有一定防疫疲
勞，一些酒店紛紛推出優惠吸引市民「宅度
假」（Staycation），變相令酒店成為防疫漏
洞。政府必須馬上加強對酒店業規管堵塞漏
洞，明確規定酒店房間聚集人數，違者以限
聚令處罰。酒店業界亦應加強自我約束，做
好訪客登記工作，禁止房內開派對等高風險
活動。否則若疫情擴大迫使政府收緊防疫措
施，只會全面打擊整個業界的生計。

事實上，加強檢測是截斷病毒傳播鏈的不
二法門。政府已經在近期出現確診個案的地
區設立臨時檢測中心，其中灣仔港灣道體育
館的檢測中心最快今日啟用，葵涌石籬社區
會堂檢測中心亦會在明日啟用，有需要仍可
增設。

上月進行的普及社區檢測大大增強本港的
檢測能力，政府應在港九新界更多地區設立
檢測中心，並加強宣傳，方便市民「願檢盡
檢」。同時馬上落實《預防及控制疾病條
例》賦予衞生主任的權力，強制高危群組和
爆疫處所的接觸者強制檢疫，為公共衞生安
全把關。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為，照
目前形勢，相信本港已步入疫情第四波階
段。若政府不即時檢視防疫措施，市民再不
加強防疫意識，下一波疫情恐怕更為嚴重。
本港疫情反覆近大半年，始終未能徹底受
控，經濟嚴重受創，民生苦困，政府、業
界、市民必須團結一致，同心抗疫，忍短痛
免長痛，換來早日成功抗疫、經濟社會發展
回復正常。

堵塞漏洞加強檢測防第四波疫情
昨日，立法會新一年度內會及財會選出正

副主席。民建聯李慧琼與保險界陳健波，分
別當選內會及財會主席。今年迅速選出內會
及財會正副主席，與去年形成鮮明對比，反
對派拉布明顯收斂，證明香港國安法利劍高
懸，不僅震懾黑暴，亦令反對派不敢再惡意
癱瘓議會，議會運作重回正軌。疫情困擾持
續，本港經濟衰退、民生困苦，所有立法會
議員都必須理性問政，盡職履責，合力抗疫
紓困、重振經濟、為民做實事，不負市民殷
切期望。

上個年度會期，反對派濫用議事規則，以
阻止《國歌條例草案》通過為由，利用主持
內會選舉正副主席的職權，拉布長達 7 個
月，開了16次會議都未能完成選舉正副主席
的程序；今年內會和財會選舉正副主席，儘
管反對派依然利用提名程序、提出規程問題
的伎倆拖延時間，建制派和反對派仍經過一
番唇槍舌劍，但整體情況可控，反對派連激
烈的肢體抗爭都無用上，一次會議就順利結
束了選舉工作。

今年立法會內會、財會選舉主席的順暢平
和，是近年難得一見，原因顯然在於香港國
安法出台、實施過百日，有效止暴制亂， 重
振法治，伸張正義，為本港撥亂反正，社會
氣氛恢復正常，反對派政客失去在議會胡作
非為的底氣。

更重要的是，香港國安法訂明，嚴重干擾
阻撓或破壞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亦
屬觸及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是對反對派政客
的言行劃出法律紅線，令其不敢越雷池半

步。內會及財會順利選出正副主席，為未來
一年立法會工作開了好頭，有利議會盡快展
開運作，審議、通過大量抗疫紓困、重啟經
濟民生的議案和撥款，救市民於水火，充分
顯示香港國安法為本港帶來由亂轉治的重大
轉折。

疫情持續多時，本港經濟民生等各方面
受到很大衝擊，近日確診個案再度增加，
若不幸發生第四波疫情，倒閉潮、失業潮
恐怕掀起高峰，本港經濟民生之苦勢必雪
上加霜。要避免出現更惡劣情況，當務之
急是齊心協力抗疫，並加大力度救企業、
保就業。

目前需要盡快落實高危人群接受強制病毒
檢測，乃至在必要時進行大規模全民強制檢
測，以利截斷隱形傳播鏈，做到徹底控疫。
落實強制檢測或涉修例，即使不用修例，也
希望全體立法會議員以市民的健康安全為
重，支持盡快落實強制檢測，為本港疫情早
日「斷尾」。

新一份施政報告下周發表，市民渴望政府
推出更多刺激經濟、扶持民生的救急措施，
協助企業、打工仔渡過難關，加快落實「健
康碼」，推動本港與內地恢復正常往來，為
本港盡快擺脫困局創造條件。抗疫紓困新措
施能否切實到位，需要政府、議會共同努
力，特別是要抵制一切政治化干擾，立法會
議員尤其是反對派議員，不能再以政治凌駕
抗疫紓困，以免疫情陷入惡性循環，全港市
民淪為受害者。反對派應好自為之，莫再損
民利益、與民為敵。

國安法下立會開局好 理性問政為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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