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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做唔敢認？咪係

「黃圈」價值觀囉。

話 說 呢 兩 日 有 人 爆

料 ， 一 間 曾 被 「 黃

絲」捧喺手心嘅「黃店」，「竟

然」主動向警方交咗CCTV片當證

據，最終令「手足」被控。「黃

絲」知道件事當然即刻群起狙擊、

大鬧間「黃店」篤灰，話佢哋

「累」咗「手足」前途，仲暗示會

搵人「搞佢」。有人則爆話當時已

經有人叫佢哋洗咗啲片，更叫其他

「黃店」遇到同類事件要洗晒啲

CCTV片，講大話話部CCTV當日壞

咗等等去妨礙司法公正，充分反映

「黃絲」係幾咁目無法紀。

「黃絲」教人妨礙司法公正庇「手足」
大鬧「黃店」交片篤灰暗示「搞佢」教「同路人」講大話洗CCTV片

舊年8月31日，大批暴徒包圍深水埗警署，向警署擲
磚同埋用「鐳射槍」射向警員。警方當時拘捕咗14

男4女，年齡最細13歲，當中2男1女當日已各被控一項
參與暴動罪，其餘15人有13人「踢保」。警方徵詢律政

司意見後，喺5月中旬拘捕其中嘅10男2女，連同保釋緊
嘅1男1女，警方控告14人參與暴動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
罪名。
就係呢單case令「黃圈」掀起一陣內訌。有人爆出深水
埗警署對面嘅「饗車仔麵」向警方提供CCTV片，等警方
有證據告多十幾個「手足」。

提過要清片 翌日交畀警方
爆料人仲繪影繪聲咁講咗個「交片過程」，話「饗車仔
麵」聲稱收到警方嘅搜查令，而呢件事區議員已證實，
「但事發幾日內佢地（哋）話無左（咗）hdd（硬盤）交
唔到片，亦有人提過佢地（哋）要清，當時收到答覆係清
左（咗）。」
但係，「饗車仔麵」隔日就主動向警方交片，「而交片

後亦未有作任何提醒，累多15位『手足』既（嘅）前途
（最小13歲）。而同一條街六間舖得佢地（哋）一間交左
（咗）片。」小記為此也有求證求真，但至截稿時，「饗
車仔麵」都冇回應過件事。

「黃絲」不滿「黃店」冇包庇「手足」
消息一出，啲「黃絲」一窩蜂鬧間「黃店」篤灰，不滿
間舖冇包庇「手足」。「Patrick Lee」稱：「有搜查令又
點？你明知交片出去會連累咁多年輕人坐暴動監，咁你自
（己）犧牲咗好過啦，唔交片都係妨礙公職人員罪姐

（啫）！」「Lok Ka」仲爆料話：「個（嗰）日唔係無人
提你del cctv，有warrant大×曬（晒）？機件故障得唔得
呀？hdd唔小心入左（咗）水得唔得呀？」
「Kimmy Lam」更教人妨礙司法公正：「有手令都可以

話cctv壞左（咗），亦可以話個（嗰）日無開。」「花戶滿
月」亦稱，「人有好多唔小心，唔小心壞左（咗），唔小心
無開機，唔小心記憶卡唔見左（咗），唔小心換個新。」
本住一言不合就係「藍」嘅作風，幾個黃藍地圖都將間
舖轉為「藍店」，仲要將佢從「黃圈」所謂「（美國感恩
節）11.26-11.29懲罰祭」中除名。攬炒派元朗區議員王伯
羽更暗示叫人去「裝修」呢間店：「留名睇警犬保護鋪
（舖）面。」

早前「黃絲」力撐 反面快過翻書
呢間「饗車仔麵」咪之前有「立場新聞」等幫手宣傳，
《蘋果日報》仲有幫佢出報道，「黃絲」亦大讚佢哋啲嘢
「物美價廉」。不過，一旦「黃店」唔啱「黃絲」心水，
佢哋就反面仲快過翻書，好比今次佢哋就失咗憶。「黃
絲」就開始話佢哋啲嘢難食、服務差，又篤灰佢哋曾經違
反限聚令，好似攬炒派嘅荃灣區議員岑敖暉就鬧呢間店
「好×難食」，仲話自己「以前成日笑佢唔係賣麵係賣烏
蠅拍：因為佢日日都只能拍烏蠅⋯⋯」所以呢，人一
「黃」，為咗自己友咩違心嘢都講得出，反映咗佢哋平日
所講嘅嘢有幾成真，真係「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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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圈」呢兩日又起內訌。 赴湯fb截圖

正常人都知犯罪坐
監唔係乜光彩事，但
「黃絲」就覺得坐監
即「英雄」，而最識
得自我包裝嘅前「香

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河童）當然
深諳此道。佢早兩日入監後即刻扮
慘，先係透過社交平台小編自爆因肚
內有異物而須單獨囚禁，又稱囚室24
小時亮燈，令佢難以入睡等等。當
「黃絲」吹奏話河童遭受「非人待
遇」，等啲矛頭指向懲教署。有同樣
經驗嘅「同路人」、「熱狗」副主席
鄭錦滿就睇唔過眼，開post鬧「河童」
「嘩眾取寵」，話就算唔係監獄入面
嘅醫院，大倉都唔會熄晒所有燈，
「事無大小都舉耙，只會令入面嘅人
更難受」，擺明諷刺某人連坐監都淨
係掛住做騷呢。

首日入冊 團隊即出帖炒作
喺舊年6月21日煽動群眾圍堵灣仔

警察總部嘅河童，日前喺法院承認煽
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及組
織未經批准集結兩罪，即刻還柙。咁
快認罪以為佢係真心悔過？你就太天
真。入去頭一日佢嘅團隊就喺facebook
出帖炒作搞事，話探河童時得知佢被
單獨囚禁，原因係河童抵達監獄時，
透過X-ray發覺其肚內有異物。
個帖文描述，「之鋒指單獨囚禁期

間不能『放風』，即除了探訪時間
外，其餘時間他均需待在囚室，而囚
室廿四小時都要亮著（着）電燈，令
人難以入睡。縱然如此，之鋒表示他
會努力熬過⋯⋯」
呢招扮可憐，果然好快就博得班
「黃絲」迎合，話呢啲係「虐待囚
犯」「特登為難」，仲要有人戲好足
話：「看到這個消息即時哭了。」
「黃媒」亦跟風「宣傳」河童有幾
「慘」，藉機煽動「抗爭」。
咁都抽到水，搞到鄭錦滿好不滿，

噚日就喺facebook發帖話，「其實呢，

就算唔係監獄入面嘅醫院，大倉都唔
會熄晒所有燈，在囚人士都係各自想
辦法去適應環境。」
佢又專登提到自己坐監時幫人嘅經

驗暗捧自己，話曾經有在囚者想同佢
調床位，因為唔熄嗰盞燈對正佢床
頭，而佢係開住燈都瞓得着嘅人，
「影響不大，咁咪唔介意對調囉。」
佢仲話，啲在囚者都會用書本、衣
物去遮住自己對眼，或者用竹蓆架設
喺兩張碌架床之間嘅上層，用以遮擋
照到落下層嘅燈光。似乎想表明呢啲
根本好小事。

指講事實非幫懲教講說話
鄭錦滿又解釋，唔係幫懲教講說

話，只係有被告查詢，先寫兩隻字講
講實況，「唔想有心理準備或需坐監
嘅人，被嘩眾取寵嘅報道搞到終日提
心吊膽。⋯⋯事無大小都舉耙，只會
令入面嘅人更難受。」擺明寸緊個始
作俑者同埋無腦「黃絲」喎。

網民「Jeff Li」就附和：「黃之鋒條
友 坐 監 都 要 當 自 己 大 爺 ， 都
on×××。」「Alex Cheung」就話
「對於黃屍嚟講，腦部真係異物。」
「Cneung Shek Lee」亦揶揄：「河童
嘅支持者真係好奇怪。而家係你哋嘅
『主人』坐監啊。點解一定要好似佢
去爆房噉（咁）要住五星級酒店先得
嘅咩。唔係話要鍛鍊（煉）佢嘅意志
咩。只係喺監獄瞓咗一晚就已經呱呱
嘈。」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根茂

香港文匯報訊 「黃媒」「立場新聞」於上周四
（26日）「報道」稱，特區終審法院馬道立指香港
國安法「影響司法獨立」等，司法機構昨日澄清，有
關「報道」失實錯誤，「首席法官並無談及或評論國
安法。」
「立場」早前引用「《金融時報》報道」，指稱馬
道立談及香港國安法，及對基本法相關條文或法官任
命的影響。司法機構澄清，有關「報道」失實錯誤。
「立場」在相關「報道」中聲稱引述的《金融時

報》的原文馬道立有關「三權分立」的言論，司法機
構指出，首席法官在2014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
辭中作出有關言論時，講述的是基本法下的司法獨
立。演辭並無談及內地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強制性公積金基金計
劃的收費一直被質疑過高，強積金管理局主席黃友嘉
昨日表示，積金局一直推進收費下調，現正着手建立
積金易平台，以簡化行政程序並降低成本，目標是在
2022年底前建成，並相信建立平台後將可帶來更好
價格、產品及服務質素，令計劃成員獲益。

強積金成立至今 淨回報高於通脹
黃友嘉昨在香港電台《香港家書》節目中表示，自

推出至今20年，強積金計劃至今年總資產已累積超
過1萬億元，其中約7,000億元是本金，其餘3,000億
元為扣除收費後的淨投資回報。這一筆資產既是香港
市民的個人儲蓄，也是香港這個人口老齡化社會的重
要退休儲備，而強積金成立至今，整體年率化淨回報
為3.9%，高於同期通脹率1.7%。
他續說，強積金制度推行前，本港只有約三分之一

工作人口獲得退休保障，至今則已有超過85%就業人
口享有強積金計劃或其他類型退休計劃保障，覆蓋率
居世界前列，並指強積金是創先河的制度，對推動
「普及金融」發揮非常重要作用。
黃友嘉表示，積金局20年來不斷改良革新制度，
而強積金基金收費一直受到爭議。積金局雖在制度設
計上沒有特定收費規管功能，但一直不遺餘力透過多
種途徑提高強積金資訊透明度，促進市場競爭，推進
收費下調，而強積金整體平均基金開支比率已由
2007年 12月時的2.1%，降至目前1.45%，減幅達
31%，而現時所有打工仔都可選擇預設投資策略，收
費上限訂在低於1%。
他續說，強積金積極邁向第三個10年，正着手建立

積金易平台，將這個多元化系統集中在一個電子平
台，以簡化行政程序，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他指這
項目是強積金制度成立以來最大的改革，目標是2022
年底前建成，相信全面啟用後，將為強積金生態系統
帶來一番新景氣，包括推動競爭，帶來更好價格、產
品和服務質素。

積金易平台
爭2022年底前建成

香港文匯報訊 受疫情影響，政府部分職
管雙方的會議需要延期，拖慢職系架構檢討
（GSR）的進度。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會致
函要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
員會主席，將「促請當局加快GSR進度」
加入會議議程，並會約見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商討如何加快GSR的進度。
葉劉淑儀和新民黨社區發展主任李梓敬前

日與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代表（紀評）會
面，就職系架構檢討的最新進展聽取大家的
意見。紀評代表在會上反映，政府表示因疫
情影響，部分職管雙方的會議需要延期，拖
慢職系架構檢討的進度。

延誤致紀律部隊士氣低落
目前，「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

員會」及「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
諮詢委員會」正撰寫檢討報告。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表示，檢討報告最早將於明年年中公
布。紀評認為GSR的進度不理想，原訂於
今年年中公布的檢討報告，現時可能延誤一
年，甚至更久。此延誤導致整個紀律部隊士
氣低落，亦可能衍生薪資追溯期過長、數據
過時等問題，將近退休的紀律部隊人員更可
能無法獲益。
由於GSR已進入撰寫檢討報告階段，紀評

期望薪常會和薪諮會加快步伐，盡早完成報
告，因為即使完成報告，一系列的諮詢工作
及審批程序才能開展，屆時再度需時處理。
葉劉淑儀表示，上一次進行GSR已是12

年前，2008年至今，紀律部隊工作的複雜性和危險性
倍升，編制及資源需要改善之餘，現時的薪津待遇未
能反映同事的付出，更遑論挽留人才。就此，她會致
函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要
求將「促請當局加快GSR進度」加入會議議程，並會
約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商討如何加快GSR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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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滿鬧「河童」坐監掛住做騷 司法機構澄清「黃媒」錯報馬道立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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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和李梓敬與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代表會
面，就職系架構檢討的最新進展聽取大家的意見。

■鄭錦滿暗寸黃之鋒同「黃媒」說法
「嘩眾取寵」。 鄭錦滿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錦言）受政治入侵校園影
響，中大遭黑暴蹂躪，不單校園受摧殘，更影響國際排
名，近日公布的QS亞洲大學排名中，該校跌出十大，
僅排名第十三名。中大畢業生、該校現任校董的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對此感到痛心，並去信中大校長段崇
智發出公開信，指現時中大生「以暴力自居，自詡為暴
大學生」，令「博文約禮」校訓消逝於校園中，並呼籲
校方展示捍衛核心價值的決心，洗脫「暴大」污名。

「昔日天之驕子，現在視如敝履」
麥美娟在信中提到，中大不單國際排名下跌，由去

年至今不少僱主、機構點名不錄用中大畢業生，「昔
日為天之驕子，現在竟然被視如敝履。」
她指出，由去年佔領二號橋以堵塞吐露港公路的事件

中，中大校園被破壞得滿目瘡痍，部分中大學生聯同校
外人士將校園變成「兵工廠」，毁壞校園各樣設施，
「眼見不少學弟、學妹，在這場政治風暴中深陷漩渦，
甚至用謊言和暴力，去演繹別人灌輸的口號式信念，失
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損失了青年人純真的心智。」
身為中大人，麥美娟直言最令她痛心的是「母校中，

無一人有擔當，敢挺起胸膛站出來指正學生」「無一人
有膽量，能堂堂正正走出來重申『博文約禮』的校
訓，跟學生說一句：『我們是中大，不是暴大。』」

培養學生「博文約禮」洗「暴大」污名
麥美娟在信中感慨道，段崇智於去年獲選為泰晤士
高等教育年度人物，是一項「非常風光的個人榮
耀」，但中大的核心價值卻逐漸消失，其後果已反映
在學校排名下跌，及大量僱主點名不錄用中大畢業生
的事實上。
她期望校方展示捍衛學校核心價值的決心，秉持創校

學者以育人為本的信念，培養學生「博文約禮」的精
神，全心全意捍衛中大校譽及洗脫「暴大」的污名。

麥美娟籲中大校長
捍衛核心價值

■麥美娟致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的公開
信，信中呼籲校方展示捍衛核心價值的
決心，洗脫「暴大」污名。 網上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