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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萱
「跪」
退公民黨 黃絲嘆攬炒派信唔過

●黃文萱
宣布退出
公民黨。
黃文萱
fb截圖

有差唔多有20人退出公民黨嘞。
今次退黨嘅黃文萱，喺去年香港國安法生效
後，仍然喺其辦事處掛起印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嘅黑色「港獨」旗，仲好高調咁影相放上
fb，其後又多次印刷「藍店不了」嘅橫額。

曾高調議辦展示
「港獨」
旗
今年 1月，多名參與「初選」嘅攬炒分子因涉嫌
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但黃文萱未見收斂，仲好
高調咁喺辦事處搞印揮春活動，提供一堆印住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字眼嘅
「港獨」印章畀市民，令當時唔少網民都覺得佢
「好有膽色（識）」。
雖然黃文萱最終都係「跪低」喺fb宣布退黨，但
佢跌咗落地都要揦返拃沙，聲稱：「本人素來『冥

頑不靈』，即使在《国安法》（香港國安法）通過
後，辦事處內的文宣……『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
旗幟已反轉倒向牆掛外，基本上都沒有拆除。」
「Tony Choi」就質疑：「冥頑不靈就唔好退
黨，留到最後啦！」「David Pau Chi Ho」就回
應：「算數啦，再唔走遲下（吓）冇得走，宜
（𠵱 ）家大家排住隊走當然跟大隊，冇咁樣
衰。」
「Martin Chu」就揶揄：「下次 Fxxk（法）輪
功要係（喺）街度噴『天滅公民黨』」「Stanley
Kam」亦話：「真‧退黨保平安。」
俗語話「爛船都有三斤釘」，𠵱 家連黃文萱呢
啲咁出位嘅攬炒分子都退出公民黨，睇嚟公
民黨就快夠鐘沉船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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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嘅退黨潮真係好似電
視台啲肥皂劇咁，播極唔完而
且一集好笑過一集，今次嘅主
角就係公民黨執委、沙田區區
議員黃文萱。話說黃文萱嘅言
行喺攬炒派嚟講都算係非常出位，例如喺香港國
安法實施後仍然高調展示「港獨」旗，印刷「港
獨」文宣同批鬥「藍店」嘅橫額，喺支持者心中
樹立「撐到盡」嘅形象，點知佢噚日就喺 fb 宣布
退出公民黨，仲話會喺區議員需要宣誓前辭職，
搞到唔少黃絲網民大跌眼鏡，慨嘆攬炒派到頭來
都係信唔過。
公民黨近年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去年更因參與
「初選」，多名前成員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唔
少黨員都爭相退黨保平安，而從去年至今，已經




瘦肉精易致中毒 議員倡立例規範
促加強食品抽驗提高食安標準 保障市民知情權

台灣與日本食物向來受香港市民青睞，隨着早前
台灣開放進口美國瘦肉精豬肉及日本核廢水排放計
劃提上議程，本港食品安全問題再受關注。有環保
組織早前測試發現，福島核廢水中含有多種放射性
元素，排放入海勢必污染海產作物，進而被人體吸
收甚至造成 DNA 損傷，瘦肉精「萊克多巴胺」則
易積聚體內導致中毒反應。立法會議員陸頌雄等多
名工聯會成員昨日約見食物及衞生局代表，並提出
3 項建議，要求政府加強相關食品的抽查及檢驗；
提高食品安全標準；以及立例要求規範食品標籤標
註，以保障市民知情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近期，東亞地區發生多宗食品安
全相關事件，工聯會的調查發

現，本港對有關食物的監管存在諸多
漏洞，以作為台灣豬肉製品與日本海
產品的第一大輸出地，極有可能在不
經意間引入受污染的食物，因此向食
衞局提出3大建議。
陸頌雄在會後表示，近年食品安全
中心對進口豬牛肉促效劑含量的檢測
比例偏低，數據顯示過去 3 年間，僅
約 600 個豬牛肉樣本被抽查，只佔整
體檢查比例0.3%，數字相當低。
他認為，肉類促效劑作為公眾廣
泛關注的議題，有必要加強抽查與
檢驗，特別是針對台灣地區的肉製
品，故建議政府加強對相關食品的
抽查與檢驗。

日本食品無具體說明產地
陸頌雄表示，香港目前雖限制疑受

核污染地區農產品進口，但市面仍有
不少來自日本的食品只註明產自日
本，卻無具體說明產地，一些果汁製
品亦未標識原材料來源地，相關情況
在台灣豬肉製品中也非常常見。
他擔心有進口商以此避過法例監
管，讓疑受污染食物有可能進口香
港，因此建議加強標籤立例，要求列
明食品的具體產地來源、使用添加劑
等，並以二維碼形式標識在食物包裝
上，讓市民更安心挑選。

陸頌雄倡禁
「萊豬」產品進港
鑑於內地與歐盟均對萊克多巴胺等
瘦肉精「零容忍」，工聯會建議香港
與內地的標準看齊，禁止含有萊克多
巴胺的豬肉及產品進口香港，提高食
品安全標準，從根本解決問題。
陸頌雄引述食品安全中心回應表
示，會考慮有關建議，並指倘台灣

年近九十的海港運輸業總
工會前主席梁權東（東
叔），在退休多年後仍掛念
當前因疫情失業而生活困難
的工友，更向「工聯會工人
互助自救基金」捐出 30 萬元
積蓄，幫助失業工友渡過難關。東叔近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直言「工人知道工人
苦」，所以和東嬸商量後，一起將之前掙的錢
捐出去，盡己之力貢獻社會。
他還勉勵失業工友們莫要灰心，對未來要充
滿信心，「國家一直全力幫助香港逐步恢復繁
榮穩定。」
東叔年輕時曾任小輪業職工會的理事長，後
在 1989 年海港運輸業總工會成立之時成為第一
代主席。從接觸工會到擔任全職工作的 50 年的
時間裡，他一直致力於幫助會員工友改善工作
生活條件和維護勞工權益，被工會的後輩們親
切地稱為「東叔」。
東叔今年已經 89 歲，雖已退休多年，依然時
刻關心工會發展和工友的生活現狀，念及勞工
階層在疫情期間受創嚴重，許多工人不幸失
業，遂拿出自己為數不多的積蓄捐給「工聯會
工人互助自救基金」，希望盡自己所能幫助失
業工友渡過難關。
東叔在訪問中談及捐款一事時說，自己是貧
苦家庭出身，做了幾十年的工人，「工人知道
工人苦」，故十分理解現時失業工友的難處。
他回憶道，自己剛進入社會打拚時，在一間
海上運輸公司做小輪工人，工作繁重，有時通

宵達旦，只能睡在船上，一年之中只有大年初
一才可有一天假期，女兒出生之後，生活亦十
分清貧和辛苦。
在親身經歷過生活的艱苦後，東叔更能夠體
會到目前工友們沒工開、沒錢賺的辛酸：「我
自己年紀大了，平時也節省慣了。我女兒很孝
順，每個月都會補貼我們。雖然生活並不富
裕，但看到很多失業工人，特別是零售業、旅
遊業的從業人員生活很困難，所以我和東嬸商
量，一起把之前掙的錢捐出去，盡己之力貢獻
社會。」
東叔透露，自己曾經歷過香港被日本佔領的
時期，因此十分熱愛國家。他說，香港和祖國
唇齒相依，國家一直全力幫助香港逐步恢復繁
榮穩定，雖然可能暫時沒工開，但他鼓勵工友
們不要灰心，繼續努力前行，對未來生活充滿
信心，相信在祖國的支持和特區政府的努力
下，香港能夠重回正軌，重振經濟。

蘇栢燦：東叔這精神值得傳承
身為海港運輸業總工會第三代主席，蘇栢燦
不忘前輩的貢獻，常常來粉嶺探望東叔和東
嬸，當遇到無法解決的難題時，還會專門請教
東叔的意見。他對記者說，東叔一直都是工會
受人尊敬的老前輩，已不是第一次捐款給工聯
會，之前也曾多次捐錢幫助工會有困難的工
友，和為內地山區兒童助學，「東叔這種數十
年如一日，熱愛社會、關照工友的精神，值得
後輩學習和傳承。」
蘇栢燦表示，面對香港目前的失業問題，工

●東叔和東嬸商量一起捐款 30 萬，盡己之力幫
助失業工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聯會和海港運輸業總工會等其他屬會，積極和
不同公司合作，做職位空缺的轉介，幫工友找
工作，亦由上年 3 月開始推出「緊急失業慰問
基金」計劃，向失業人士發放3,000元，並向政
府申請開辦再培訓課程，讓工友們有進修、提
升自己的機會之餘，能得到超過5,000元的再培
訓津貼幫補家計。近期，工會亦在協助有困難
的工友尋求社會援助和申請綜援。
雖然目前的失業率回落到 6.8%，但失業現象
依然嚴重，蘇栢燦建議政府每月向失業工人發
放 9,000 元，為期 6 個月的失業援助金，減輕勞
工階層的經濟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韵琪

勞聯五一請願 促完善勞工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於昨日「五一國際勞
動節」前夕發起「尊嚴勞動」請願行動，並提出8項勞工政策倡議， 包括
設立失業援助金、優化失業貸款及盡快就標準工時立法等。
勞聯多名代表昨日到政府總部門外向勞工及福利局代表遞交請願信。勞
聯主席林振昇指出，香港最新失業率高達 6.8%，約 26 萬人失業，還有約
15萬人就業不足，顯示本地勞工正處於水深火熱中。
他續說，基層勞工本來已要面對在職貧窮等種種苦況，其後更要接連面
對黑暴、新冠肺炎疫情等。現在，大批打工仔即使保得住「飯碗」，也深
受無薪假、開工不足、減薪甚至被停工等新常態影響，收入及生計大受影
響，不少甚至要「借貸」度日。
勞聯促請特區政府完善本港勞工保障，尤其在疫情重創經濟影響民生
下，必須將直接支援僱員及失業人士的思維，結合在防疫、紓困和救經濟
的決策中，協助勞工走出「疫」境，並就此提出 8 項勞工訴求，包括設立 ●勞聯向勞工及福利局代表遞交請願信，促
失業援助金；優化失業貸款；將新冠肺炎納入法定職業病；推行最低工資 請政府在疫情下積極紓困及完善各項勞工保
一年一檢；盡快就標準工時立法；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等。
障政策，與勞工「疫」境同行。

有數據表明已經進口萊豬，會考慮
增加對相關進口食品的檢測。至於
對萊克多巴胺等肉類促效劑的准許

劑量，目前香港跟從國際食品法典
委員會標準，准許微量使用，未來
或會再做檢討。

文憑試中文聆聽考「網上遊戲」夠貼地

海港總工會前主席梁權東 捐30萬助失業工友
:
(5

●工聯會昨約見食物及衞生局
工聯會昨約見食物及衞生局，
，就近期東亞地區發生多起
食品安全相關事件提出三大建議。
食品安全相關事件提出三大建議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虹宇）昨日舉行文憑試中文
科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全
港有約 4.7 萬名考生報考。
今年的聆聽卷，考題圍繞
「網上遊戲」，及多種有關
青年美好生活的取向。有中
文科老師認為，今年試題貼
近學生生活，考試時有發揮
空間，但要特別留意錄音提
示細節，包括演講辭要寫標
題、生活取向配對要年輕人
故事等，如出錯會容易失
●陳清濤表示，自己露營的經歷
分。
能直接作為例子寫入文中。
今年中文科卷三聆聽及綜
受訪者供圖
合能力考核，分為甲部和乙
部，需聽錄音及綜合閱讀材
料答題。甲部選取「網上遊戲」為題，聽錄音答選擇題，乙部
則要求以香城青年委員會「走向美好生活」演講比賽參賽者身
份，撰寫演講辭。
創知中學中文科主任蔡麗如昨日表示，今年考題選題貼近
青少年生活，而難點在於多個細節，包括錄音提示要求考生
就演講辭寫標題，如不認真聽便會容易失分，而題目列出四
種生活取向，及四個年輕人的生活故事，考生需要進行配
對，如果出錯也會扣分。由於今年相較以往給予的文字資料
多，有一定難度，有部分學生可能忽略要加入自己的論證，
亦會失分。
該校考生向陽坦言，自己以前有玩網上遊戲的經驗，做題有
代入感。聆聽內容中出現《黃粱一夢》《莊周夢蝶》等典故自
己都有聽到，而乙部寫演講辭也有把握，惟「生活取向」題四
個選項選擇時需要衡量是否按自己的情況選擇。
同校另一考生陳清濤表示，甲部考題答案較為直接，「不難
get 到」，乙部作答流暢，不過「生活取向」題四個選項需要
很小心地留心聽，一選錯或會題直接失分。

警「鐵將」破兩網騙集團 拘69人涉16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疫情下網購騙
案大幅增升，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聯
同毒品調查科及各陸上總區人員於本月展開代號
「鐵將」行動，瓦解兩個網騙集團，拘捕 69
人，共涉及329宗案件，騙款超過160萬。
被捕的 44 男 25 女，年齡由 16 歲至 65 歲，包括
集團骨幹成員，有人報稱任職保安員、髮型師、
美容師及無業等。他們現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
財產」、「洗黑錢」及「勒索」等罪被扣查。
警方其中一個行動於上周 19 日及 20 日一連兩
日進行，其間拘捕 13 男 8 女，年齡由 18 至 58
歲。該犯罪集團在網上開設多個專頁，包括賣情
人節花、名牌電器、LEGO 玩具等產品。當受害
人過數後，賣家立即失蹤，受害人收不到貨，並
發現專頁留言很快被刪除。

調查發現，該網騙集團，招攬「搵快錢」的
人，借出 25 個傀儡戶口收騙款，由去年 10 月起
半年間，涉嫌詐騙 112 名市民，總款達 27.8 萬
元。行動中檢獲37張銀行卡及一批銀行文件
本月 27 日，警方破獲一個網上訛稱可為他人
「一條龍」申請大嶼山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涉
及 17 宗案件，涉款約 12.8 萬元，其間拘捕 5 男
女。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網絡情報組警
司張天樂表示，科技罪案近十年大幅上升，由
2011 年的 2,206 宗，升至 2020 年 12,916 宗，升幅
約 5 倍，而損失金額則上升 19 倍。今年，警方還
發現 29 宗演唱會門票騙案，有 10 宗是涉及近期
一隊樂隊組合的演唱會，呼籲市民小心不要受
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