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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傑舉報李軒朗馮達浚
涉洗黑錢及賄選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本港網紅高松傑
昨日分別向警方、選舉事務處及廉政公署作實名舉
報，指 2020 年立法會選舉中九龍西參選人李軒朗及
馮達浚沒有按例申報選舉開支，沒有申報選舉眾籌所
得的款項，涉嫌洗黑錢，並且最少兩次向選民提供利
益，涉嫌賄選。

無申報選舉眾籌款項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
道：本港疫情近日急速惡化， 「青
研香港」 昨日公布一項關於市民對
防疫政策意見的調查結果，逾九成
受訪者贊成特區政府推行更嚴厲防
疫限聚措施及全民強制檢測。新社
聯、統促會香港總會均認同當局應
收緊防疫措施及推行全民強制檢
測。此外，民建聯、工聯會就請願
要求在九龍東增設社區檢測中心。

高松傑到警察總部舉報李軒朗和馮達
浚涉賄選及洗黑錢。
記者 李銘欣攝

高松傑指出，政府於 7 月 31 日將 2020 年立法會換
屆選舉押後一年，所有相關的選舉申報，必須選舉結
束後 60 日屆滿前或於原訟法庭根據相關法例容許的
延長限期內，將選舉申報書送交總選舉事務主任。但
翻查選舉事務處申報紀錄後，卻發現立法會九龍西參
選人李軒朗及馮達浚並沒有按例申報選舉開支，而且
沒有按選舉條例向選舉事務處申報選舉眾籌所得款
項，涉嫌洗黑錢。
另外，他更發現李軒朗在選舉期間最少兩次向選民
派發口罩、漂白水及酒精搓手液，向選民提供利益，
涉嫌賄選。
「青研香港」 公布 「市民對防疫政策措施的意見」 調查，逾九成受訪者贊成全民強制檢測。

「青研香港」本月 21 日至 23 日透過網絡問卷收到
6004 位市民回應防疫政策意見。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九成的受訪者贊成特區政府推行更嚴厲的防疫限聚措
施，並加強針對違反 「限聚令」和 「口罩令」的罰
則。此外，91.4%受訪者贊成特區政府推行全民強制
檢測，90.5%受訪者表示贊成特區政府在疫情期間可
加強搜集市民的出行記錄以助追蹤病毒傳播鏈。

行大規範的強制性核酸檢測，迅速發現隱形傳播者，
切斷病毒傳播鏈的必要性，值得特區政府仿效。目前
在第四波疫情爆發下，不少市民人心惶惶，現時正正
是最好的時機推行全民強制檢測、指定酒店隔離、加
強搜集市民出行資訊等防疫政策措施。

支持海外抵港者集中隔離

另一方面，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
港總會會長姚志勝表示，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特區
政府昨日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是應對當前嚴峻疫情
的必要之舉。姚志勝指出，特區政府有必要將防疫全
面升級，特別要將外防輸入、本地清零作為根本目
標，果斷採取大規模強制檢測，不要耽誤時機。

對於特區政府近期要求自海外到港人士須於酒店隔
離，但允許抵港人士自行選擇隔離的酒店，當中甚至
包 括 來 自 「極 高 風 險 地 區 」 的 人 士 。 調 查 顯 示 ，
93.7%受訪者支持安排統一地點或指定酒店，以集中
隔離檢疫所有海外抵港人士。
「青研香港」認為，內地抗疫的成功經驗證明了進

姚志勝籲嚴格把關防輸入

新社聯籲借鑑內地抗疫經驗

新社聯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特區政府應借鑑
內地防疫抗疫經驗，盡快推行強制性全民檢測，找出
隱形傳播鏈，又指現時的流動採樣亭安排並不足夠，
所謂的 「張弛有度」令防控政策不斷轉變，市民和商
界均無所適從。新社聯強烈建議當局嚴格把關，盡快
檢視現有的防控輸入個案政策。

民建聯工聯會倡九東增檢測
同日，民建聯及工聯會先後到政府總部請願，指政
府於 11 月中開始運作的 4 個社區檢測中心，分布於九
龍西、港島、新界東及新界西，唯獨人口密度極高、
成為第三波疫情重災區的九龍東卻沒有設社區檢測中
心，九龍東居民要跨區進行檢測，十分不便，降低他
們的檢測意欲，強烈要求政府在九龍東設置檢測中
心。

工聯會元朗辦招聘會逾千空缺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受疫情影響，失
業率持續高企，工聯會推出 「救失業 度時艱」關愛行
動，旨在協助失業僱員重投職場，昨日在元朗舉行的
招聘會，反應熱烈，有求職者坦言 「好想有份工」。
昨日招聘會吸引約數百名求職者到場，多間機構及
企業則提供包括醫護、零售及保安等千多個職位空
缺，讓求職者即場面試，招聘會另有多個香港及內地
崗位申請；工聯會同時提供就業輔導和再培訓課程介
紹等服務，以協助失業人士重新就業。
工聯會元朗招聘會反應甚佳。

求職者慨歎疫境好想有份工

其中，有求職者指出，疫情重創經濟，很多機構、
企業都放無薪假甚至大裁員，搵工愈來愈難，部分更
失業超過一年，坦直言 「好想有份工」，期望能透過
招聘會找到工作，盡快擺脫失業困境。
工聯會副理事長兼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在招聘會表
示，政府必須盡快推出失業/停工現金援助，亦應帶頭
創造職位紓緩失業。即使新冠肺炎疫情退卻，政府也
應該為市民提供更多再培訓機會，並增加資助額。
工聯會本月已在九龍區土瓜灣及新界區元朗舉行兩
場招聘會，並將於本周五（27 日）在天后舉辦招聘
會，呼籲有意尋找工作的市民不要錯失機會。

中國茅台酒香港專賣店開業
【香港商報訊】 「中國茅台酒香港專賣店」開業
儀式昨日（24 日）在中環皇后大道中 280 號地舖舉
行。該專賣店是由香港茅台品鑑中心在貴州茅台集
團大力支持下開辦。香港政府有關部門、中央駐港
單位、金融界、商界、香港各界社會團體、商會、
有關外國駐港機構、在港海外友好人士等以不同形
式對專賣店的開業表示祝賀。
中國茅台酒香港專賣店在所有關心支持茅台酒的
朋友們大力支持下正式開業，是中國茅台酒海外推
廣歷程中的一件大事。茅台酒始於秦漢，源於五
穀，承載華夏文明之記憶，濃縮東方智慧之精
髓。千百年來，茅台在播撒中國傳統文化種子、細
耕茅台文化土壤、厚植本地文化基因方面發揮了重
要作用，現在更是成為中國品牌發展的旗幟，是中
國品牌走向世界的一張名片。
開幕儀式上，社會各界人士雲集，香港海關關長

鄧以海，原中國銀行副行長、中銀香港總裁岳毅，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金融發展協會主席魏明德，全
國政協委員、太平紳士鄧清河，香港交易所周曉殷
等香港社會各界嘉賓共同為專賣店開業進行剪綵和
開業儀式，為「中國茅台酒香港專賣店」送上最真摯真
誠的祝福。

貸款騙案再拘 2 人
警籲苦主聯絡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在 9 月中搗
破一個詐騙集團，拘捕 10 名男女，經追查下於 10 月
初再拘捕 2 人，由於當時只得 3 名受害人報案，但估
計受害人逾百。警方昨日呼籲如有市民曾受騙，可致
電聯絡調查人員。

誘做信貸評估收費 4.9 萬元
警方在 9 月 16 日展開 「勇戰者」行動，拘捕 6 男 4
女（25 至 46 歲），涉嫌 「串謀詐騙」，包括主腦和
骨幹成員。案情指，騙徒假扮銀行職員致電受害人，
訛稱已安排免息和低息的貸款，其後指示受害人到長
沙灣青山道一商廈內的寫字樓做信貸評估，收費 5200
元至 4.9 萬元，評估完成後受害人取得報告到銀行查
詢時方知受騙。
警方昨日再公布案件新進展，深水警區重案組人
員經進一步調查後，於 10 月 8 日分別在元朗區及上水
區拘捕一名 35 歲女子及一名 41 歲男子，2 人已獲准保
釋候查，須於 12 月下旬向警方報到。
警方指出，案中 3 名受害人(40 至 60 歲)共被騙取 9
萬元，但從檢獲的資料中得悉，受害人逾百人，涉款
220 萬元。警方現呼籲任何人如就案件有資料提供或
懷疑受騙，請致電 36619815 或 63324248 與深水警
區重案組第 2 隊人員聯絡。

傳承發揚中華酒文化
茅台作為吸引中外各國消費者的特色 「中國製
造」，是中華國粹的代表之一，一直將國粹文化的
弘揚作為其展開品牌行銷的重點。相信 「中國茅台
酒香港專賣店」的開業，在為香港同胞與海內外遊
客接觸茅台創造平台的同時，必將能發揮好茅台以
酒為媒，以文會友的獨特魅力，使內地與香港兩地
文化在茅台酒香中得到深入交流和昇華，成為增強
香港與內地凝聚力的紐帶，實現內地與香港民心相

中國茅台酒香港專賣店舉行開業儀式。
通、共贏發展。同時，也將成為茅台與海外市場交
流合作、互學互鑑的視窗，傳承和發揚好博大精深
的中華酒文化，向海內外展示既充滿東方氣息，又
縈繞世界的中國白酒之醇香，與世界共用中華國粹
之美。

警方呼籲騙案受害人報案。

三國紛紜，彰顯關公英雄本色
中國人自古有濃厚的英雄崇拜情結。自
盤古開天地，炎黃定社稷，中國人對於英
雄的崇拜便一以貫之，未曾斷絕。
凡一個人的思想、道德、人格、品行，
有功於社稷，造福於國家，利益於人民，
這類人便會被人民稱之為「英雄」，受到
人民的尊崇、敬仰和頂禮膜拜。
黃石公《三略·上略》中雲：「英雄
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
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傑出的英雄人物是國家的棟樑，普通的
黎民大眾是國家的根本。一個有希望的民
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
沒有先鋒。
綜觀中華文明五千年發展歷史，傳世
英雄多是在重要歷史關頭，在國家危難
之時，挺身而出，在民族需要之時，捨
生忘我。
他們或篳路襤褸，創基開業；或盡忠報
國，力挽狂瀾；或傳道受業，萬世師表；
或扶危濟困，救民水火；他們以各種方
式，引領了時代發展；他們以獨特魅力，
凝聚了民心所向。
英雄是時代的脊樑，不管社會怎樣發

展，時代如何變遷，中國人對英雄的崇拜
就是一種價值觀的傳承，它構建了中華民
族精神的內核，培育了中華民族生存、成
長、進步、發展、強大的精神基因。
人民需要英雄，時代呼喚英雄。歷史以
來，歷朝歷代，舉凡被人民推崇為英雄
者，都會被史學家關注，載入典籍，青
史留名；被人民歌頌，口碑相傳，萬古
流芳。
在三國時代，那個崇尚武力和權謀的烽
火亂世，關公如一股清流，其提青龍
刀，騎赤兔馬，誌興漢室，義勇當先的
英雄形象，濃縮了正義和道德的雙重屬
性，體現了中華民族對「英雄」一詞的
認知和理解。
關公身上散發出來的人格魅力與傳奇色
彩，也愈發濃郁。
毛宗崗在評三國人物形象塑造時說，
「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即曹操的
「奸絕」、關公的「義絕」、孔明的
「智絕」。
毛宗崗說：「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
絕倫超群者莫如雲長。青史對青燈，則極
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燭

達旦，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
威。獨行千裏，報主之誌堅，義釋華容，
醐恩之誼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
月光風。心則趙忭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
過之；意則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嚴正過
之：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
論形象，關公相貌堂堂，威風凜凜。
《三國演義》在關公出場時描繪到：
「（關公）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
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
堂，威風凜凜」。史書中，諸葛亮稱關公
「美髯公」：「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
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
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
論氣概，關公浩氣凌霄，豪氣幹雲。
《三國演義》寫關公與劉備、張飛初相會
時，劉備邀他同坐，叩其姓名。關公說：
「吾姓關，名羽，字壽長，後改雲長，河
東解良人也。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
殺了，逃難江湖，五六年矣。今聞此處招
軍破賊，特來應募。」李贄眉批道：「能
殺倚勢欺人之豪霸便是聖人，便是佛，所
以今日華夷並仰，老幼俱親也。」
論勇武，關公勇冠三軍，萬人之敵。關

公首次交鋒就碰上董卓麾下的猛將華雄，
華雄刀劈鮑忠、俞涉、潘鳳等將，「江東
猛虎」孫堅也不敵而退；各路諸侯眾將面
面相覷，關公溫酒斬華雄，「鸞鈴響處，
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
其酒尚溫。」
論品格，關公忠肝義膽，義重如山。關
公進曹營之時，曹操想拉攏關公，備綾錦
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
曹操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
人，使侍關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
二嫂。曹操贈關公異錦戰袍，關公仍用舊
袍罩之，只因舊袍乃劉皇叔所賜，穿之如
見兄面。等關公得知劉備下落後，便留書
辭曹，千裏護嫂，往尋劉備。連曹操都不
得不對關公嘆服：「事主不忘其本，乃天
下之義士也！」
關公忠義勇武的英雄形象，在中華民眾
心裏深深扎下來根，中華傳統文化中那些
描寫英雄氣質的詞語、成語，都能從關公
身上找到匹配的契合點，關公因此也成為
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最具示範意義的英雄
榜樣，忠義化身。
弘揚關帝文化 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