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建聯昨宣布成
立 「愛心基金」 ，向
香港失業家庭派發一
筆過津貼，該黨立法

會議員合共捐出300萬元，作為種子基
金。工聯會早前亦宣布籌備緊急失業救
濟基金，該會五名立法會議員將捐一個
月酬金，共約47萬元，協助受疫情重
創行業的從業員。工聯會的口罩廠亦開
始生產，免費派給有需要的基層人士。

疫魔來襲，受害者不分政治色彩

，唯有萬眾一心，才能戰勝疫魔。但泛
暴派從不與全體香港人站在同一陣線抗
疫，而是指指點點 「口水抗疫」 。而建
制派急市民所急，全體動員，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與市民共同抗疫。

泛暴派只懂在鏡頭前噴口水花做
騷，用 「口水抗疫」 之餘，聲大夾惡要
求官員捐錢抗疫之餘，自己卻死按住荷
包不放。對傳媒查詢是否捐出薪金時，
人人顧左右而言他，甚至cut線。總之
，捐錢抗疫千萬不要預他們。

泛暴派不是反對在地區設立收治
發燒病人的專門診所，還叫出 「自己社
區，自己救」 嗎？

若你們所屬選區出現疫情，請你
們身先士卒，站在第一線抗疫救社區吧
！遺憾的是，香港多個社區出現疫情，
泛暴議員有挺身而出參與抗疫救社區嗎
？ 「快閃」 都可以稱之為出現過，但泛
暴議員 「閃」 也不 「閃」 ，全部變成縮
頭烏龜，盡顯泛暴派及泛暴議員醜陋的
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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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聯盟捐大批搓手液口罩助街坊防疫 民建聯議員設愛心基金援助失業家庭

陳帥夫率團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

駐港公署：美參議員亂港言行注定失敗
【大公報訊】針對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

會有關議員繼續就香港特區警方依法對黎智英等
採取法律行動無理糾纏、說三道四，外交部駐港
公署發言人昨日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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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對此表示強烈
譴責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指出，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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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
港、法治的香港，美有關議員的亂港言行注定以
失敗告終！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泛暴派自爆靠人血饅頭呃議席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將民關」）陸平才及
柯耀林早前動議，分別以周梓樂及陳彥霖名字命名
區內兩個公園。陳彥霖母親近日發表公開信，明確
表明反對一切與她女兒離世有關的命名方式，但陸
、柯兩人拒絕收回動議。西貢區議會會議昨早九時
半舉行，有街坊到門外集會，反對公園改名政治化
，批評反對派議員破壞社區安寧，罔顧家屬意願。

冷血動議漠視死者家屬感受
會議上，多名反對派區議員不齒陸、柯兩人行

徑。 「將向天晴」 葉子祈將一袋外表塗有紅色顏料
的饅頭拋向陸平才及柯耀林，寓意兩人吃 「人血饅
頭」 。他批評，動議沒有顧及家屬感受，希望兩人
向受影響的人道歉。

這時，柯耀林才急急改口稱，並非堅持用陳彥
霖名字為公園命名，可仿效台灣 「二二八紀念公園
」 ，以事發日期代替。其黨友陳耀初隨即附和，提
出將動議改為 「將軍澳11．4紀念公園」 及 「調景

嶺9．19紀念公園」 ，但仍然難平息眾怒。
「將軍澳青年力量」 張偉超怒斥， 「唔通改成

數字就唔係講緊佢屋企人咩？」 「專業動力」 張展
鵬亦反對動議，稱任何公園命名方式都應諮詢居民
。他說，曾發起網上聯署，截至2日晚七時，收到
23859人反對動議，強調若將政治帶入公園，有違
大眾對公園作為休閒、娛樂地方的期望。

一片混亂 主席叫停討論
「將民關」 李嘉睿惱羞成怒，直言在座所有反

對派區議員都是靠 「人血饅頭」 躋身區議會， 「在
座邊位唔係食人血饅頭入嚟嘅？所得嘅議席、票數
，全部都係食人血饅頭、消費手足而來嘅。」

在一片混亂下，西貢區議會主席鍾錦麟稱，由
於事件未諮詢家屬並且有爭議，決定動用主席權力
，提出暫停討論動議，最終終止議案在16票贊成
、13票反對下通過，議案短期內不會再交區議會處
理。

反對派冷血利用死者做 「政治
騷 」 ，昨日在西貢區議會會議上動
議將將軍澳兩個休憩設施，分別命
名為 「周梓樂紀念公園 」 及 「陳彥
霖紀念公園 」 ，但引起另一部分反
對派區議員強烈不滿，有人更在爭
吵中承認所有反對派區議員的議席
，都是靠 「食人血饅頭、消費手足
而來 」 ，最終動議在一片混亂中暫
停討論，短期內不會再交區議會處
理。有市民在網上留言，嘲諷反對
派區議員演鬧劇，有如 「小學雞」 。

西貢區議會鬼打鬼 用陳彥霖周梓樂命名公園撞牆

范國威專橫霸位 涉恐嚇方國珊
【大公報訊】西貢區議會第二次會議開會前

夕，專業動力方國珊與新民主同盟范國威互轟，
就議員位置激烈辯論，指會議未有尊重他們的座
位意願。范國威則恐嚇方國珊，揚言要發律師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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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指希望專業
動力三名議員座位可安排於會議室左邊前排。但
當她昨早九時二十分步入會議室，發覺位置被安
排於會議室右邊前排，因而不滿區議會擅自更改
其位置。

范國威聲稱，位置是經協商安排，由第一次
特別大會已開始使用，反指方國珊沒有出席會議
，亦沒有在第一次會議後留下討論協商。但專業

動力張展鵬指，他沒有收過通知，需在會後留下
協商。他狠批，范國威專權，以及范國威黨友、
西貢區議會主席鍾錦麟 「偏幫」 。

方國珊遭打壓滅聲
雙方展開唇槍舌劍，僵持不下，而反對派群

起而攻之。專業動力孤立無援，方國珊大呼遭到
「打壓」 ，又批評新民主同盟 「大晒」 ，肆意執

行議會規則。范國威隨後恐嚇方國珊，稱要發律
師信，並指會錄音留下證據。

由於居於少數派劣勢，方國珊、張展鵬及張
美雄遭反對派滅聲，一度離開會議室以示不滿，
邊行邊斥會議 「黑箱作業」 。主席鍾錦麟之後宣
布就位置是否維持現狀進行表決，在反對派佔據
人數優勢下，表決最終獲大比數通過。

◀

有街坊到西貢區議會門外集會，反對公園改名政治化 大公報記者攝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民建聯昨日宣布成立
愛心基金並推出 「關懷您」 活動，向受
到疫情影響有基本生活困難的市民提供
即時經濟援助。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呼籲
，希望社會上的有心人士踴躍捐助此活

動，讓基金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人士。
李慧琼指，近日疫情重創香港經濟

，同時對本地就業市場帶來巨大衝擊，
民建聯連日來在社區不斷收到基層市民
的求助，大部分為因疫情導致失業，令
他們的日常生活大受打擊。

李慧琼又提到，縱使政府設立300
億元防疫抗疫基金及財政司司長公布下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大規模的紓困措
施，但上述措施並沒有包括即時援助失
業人士的建議，而且各項紓困措施籌備
需時，未能為深受疫情影響的家庭提供
即時的經濟援助。

合捐300萬元作種子基金
多名民建聯議員亦表示，他們近日

接觸基層市民時，收到很多來自不同行
業的市民求助，包括飲食業、興趣班導
師、旅遊業等，求助人士表示因疫情而
開工不足，更甚有人 「無飯開」 。

李慧琼表示，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合
共捐出300萬元作為種子基金，並透過
民建聯愛心基金推出 「關懷您」 活動。
她續指，基金預計在下星期接受申請，
並在三月底結束，基金會採取盡快處理
的原則，期望盡早將援助金發放到有需
要的申請者手上，而詳情則會稍後公布。

【大公報訊】香港義工聯盟 「全港
防疫清潔運動籌委會」 昨日向全港社區
抗疫連線捐贈30萬支消毒搓手液、30萬
個口罩等物資，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說
，希望更多基層市民街坊受惠，獲得
足夠的防疫用品，保護好自己和家人，
他呼籲社會各界攜手齊心抗疫，共渡時
艱。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總召集人陳振彬
感謝香港義工聯盟、香港義工基金一直
積極參與系列抗疫活動，盡心盡力為有
需要的市民提供多方面的援助。他說：
「我們會將今次的捐贈物資，包括30萬

支消毒搓手液及30萬個口罩等等，透過

不同的渠道分派到全港各區超過400個
服務點，亦會向更多善心人士和團體收
集防疫物資，做到 『社區抗疫，你我出
力』 。」

由香港義工聯盟發起成立的 「全港
防疫清潔運動籌委會」 ，一直堅持在世
界各地搜購抗疫物資。籌委會早前建立
口罩免費申領服務網頁，供長者、綜援
家庭等弱勢群體在線填表申請，亦透過
醫管局捐贈逾萬個醫用口罩給公立醫院
的醫護人員，為奮戰在抗疫前線的他們
加油打氣。上星期更與香港紀律部隊義
工服務隊合作，向家居檢疫隔離的獨居
長者派發防疫福袋，送溫暖，表關懷。

【大公報訊】特區政府將會派代表
團於今日離港，前赴瑞士日內瓦以中國
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第四十三屆聯合國
人權理事會會議，藉此促進成員國對香
港人權情況的了解。代表團由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副局長陳帥夫率領，成員包括
保安局、律政司和香港警務處的代表，
以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其他官員。代表
團將於三月七日上午（日內瓦時間）離
開日內瓦，翌日抵港。

透視鏡

蔡樹文

泛暴派只玩政治不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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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捐出300萬元，支援受疫情影響市民

【大公報訊】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
社交媒體發文指出，黎智英被捕三天，英美的反
應極為鵪鶉。 「告黎智英是開了先例，反對派兔
死狐悲，因此噤若寒蟬。」 他認為，特區政府只
要依法動起真格，反對派的窩囊樣便顯現出來，
至於美方是否可靠，問一問南越和中東的政客便
有答案。

團體 「政中香港人」 的約30多名成員，昨日

手持 「法律面前沒有特權，違法必究彰顯公義」
、 「支持依法辦事，平等執行檢控」 等標語，到
律政中心請願，支持律政司對黎智英、李卓人、
楊森等人依法檢控。

召集人劉先生表示，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
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律政司應秉持司法獨
立的原則，無懼任何政治勢力干預，不偏不倚依
法起訴嫌疑人。

梁振英：反對派兔死狐悲噤若寒蟬

▲有反對派區議員將一袋外表塗有紅色顏料的饅頭拋向陸平才及柯耀林，寓意
兩人吃 「人血饅頭」 大公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