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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的龐大商機

記協毀得了證據毀不了罪責
銷毀犯罪證據，是大部分嫌疑人
被警方調查後的條件反射。被警方質
疑 「代表性」 、 「專業性」 的記協被
踢爆連夜銷毀一批敏感資料，包括
「學生會員變正式會員」 及與銀行來
往的財務文件，印證記協作賊心虛，
也預示記協的末日為期不遠。
記協打着 「記者」 的招牌，不過
是欺世盜名。正常做新聞的記者都不
屑與之為伍，其會員人數少得可憐，
主要來自《蘋果日報》、《立場新
聞》等反中亂港傳媒，自《蘋果日
報》早前自行倒閉後，會員就更少
了。記協日前公布有486名會員，包括
學 生 會 員 56 人 ， 這 個 數 字 也 備 受 質
疑，譬如強拉學生會員 「充數」 等
等。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近日接受大公
報訪問，質疑記協滲透學校， 「拉學
生入會」 ，並呼籲記協開誠布公，公
開會員及財務資料，這就擊中了記協
的痛處。
鄧炳強的質疑起到震懾違法分子
的效果。讀者報料，就在有關報道出

街當天傍晚，位於灣仔的記協辦事
處，有職員鬼鬼祟祟地將兩個白色垃
圾袋丟棄到後樓梯。原來袋裝的不是
一般垃圾，而是切碎的文件，可以拼
出 「學生會員變正式會員」 等字樣以
及不少人名，間接證實警方的質疑，
記協的確有強拉學生入會的問題。
根據《職工會條例》，會員必須
是從事或受僱於與該工會直接相關行
業的職員，否則不得作為該工會的會
員。記協章程也寫明，會員需以新聞
行業為主要收入來源。但學生沒有正
式工作，更不會以新聞行業作主要收
入來源，記協招攬學生會員已是自相
矛盾，若將 「學生會員變正式會員」
是事實，則明顯違反相關條例。更令
人匪夷所思的是，現屆記協執委中竟
有學生會員，簡直荒天下之大謬。
除了 「踢學生入會」 ，財務賬目
黑箱作業是記協的另一大 「死穴」 。
被切碎的文件中，還涉及會費、支
票、入數紙等，涵蓋本地多家銀行，
經手人的簽名與記協一名前主席的名

字相同。如果這些財務來往是正常
的、合法的、見得光的，又何必漏夜
將之 「毀屍滅跡」 呢？
記協於前年黑暴期間成立的所謂
「保護記者基金」 ，同樣是疑點重
重。記協聲稱該基金對涉及新聞工作
而牽涉法律訴訟的記者提供支援，實
際上牛頭不對馬嘴，基金資助的對象
寬鬆，不限記協成員，也不限前線工
作者，且捐款人來源成疑，實際籌款
數字比當初的預定目標高出三倍有
餘，其性質其實與 「612基金」 一樣，
都是 「縱暴」 基金，涉及洗黑錢甚至
更嚴重問題。記協還聲稱從無收取外
國資金 「比白還白」 ，但記協出版的
書籍鳴謝頁卻出賣了自己，因為那上
面有感謝外國機構 「襄助」 的字眼。
事實證明，記協是徹頭徹尾的反
中亂港組織，隨着警方深入調查，一
切將攤到陽光下。香港是法治社會，
「新聞自由」 、 「私隱」 絕不是逃避
罪責的擋箭牌，記協會不會 「收檔」
也絕不是記協本身說了算。

中秋節過去，香港商家在點算銷
量之時，肯定有意外的驚喜，皆因
「香港製造」 在內地大賣。剛剛落幕
的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購物節上，單
單是一個香港月餅品牌，就賣出超過
100萬盒月餅。不少商家直呼 「補貨
都來不及」 ！
第一屆大灣區購物節由9月2日開
始，9月22日結束。在前晚 「灣區升
明月」 中秋晚會的高潮部分，主持人
宣布今次購物節的消費額突破千億元
人民幣，參與消費的人次達到1.9億，
120萬人次來自港澳地區。就在晚會
的直播平台，有明星現場直播帶貨，
150分鐘內的觀看人數多達4700萬之
眾，單是主播薇婭當晚的銷售額就達
到5900萬元，其中一款蠔油賣出逾7
萬單。大灣區購物節將繼續主辦，並
以每年的9月2日為開幕日。
數字能說話，大灣區第一屆購物
節一鳴驚人，展現了大灣區市場之龐
大、消費力之驚人，也說明香港品牌
在內地機遇無限。就以月餅來說，在

由內地網民評選的十大中國名牌月餅
中，有兩款來自香港，而且名列前
茅。一個購物節就有千億商機，試問
潛力何其龐大！
大灣區內地九市的人口為香港的
10倍，地域之廣為香港的50倍，整體
GDP為香港的數倍，廣州和深圳兩大
城市的GDP均已超過香港。大灣區堪
稱中國市場最開放、經濟活力最強的
區域。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近日發布報
告，深圳─香港─廣州位列全球 「最
佳科技集群」 第二位，成為真正的
「創科走廊」 。這些都足以說明，大
灣區發展一日千里，是香港年輕人求
學、就業、創業的廣闊舞台。
中央關心香港的發展，關心香港
年輕人的福祉， 「前海方案」 、支持
港青 「八大措施」 等政策陸續出台，
香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好發展機
遇。大灣區是香港的未來，對香港人
來說，只要抓住機遇，用好中央支持
政策，乘勢而上，就一
定能大展所能。
龍眠山



《大公報》實測：交匯處切線難 北角現樽頸

中灣繞道畫線不妥 繁忙時段塞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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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灣繞道駛至東區走廊匯合處，往北角需往左換線落
橋，但地面實線被指過長難於換線，適逢昨日是假期，若
在繁忙時段會經常出現塞車。
大公報突發組

轉線距離太短

花園

• 駕 駛 逾 20
年的士司機蔡
生指，整條東
區走廊讓人轉
線距離都設計
得很短，如果
熟悉上址道
路，轉線距離
沒有大問題。
但如果不熟路的駕駛者駛到此
路段，就可能需要減到很慢的
車速去轉線，變相造成交通擠
塞，所以應該改短實虛線，讓
車輛有更長距離預備轉線。
•駕駛經驗
四年的李生
表示，有經
過上述路
面，時常因
前方車輛轉
線原因導致
擠塞，建議
匯合位實線
縮短。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就
▼
重塑本港交通運輸承載力 發
表倡議書。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接
和富
經常
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上述
道
繞
的中灣繞道 「樽頸位」 有需要進
中灣
製圖
行交通改善工程。他解釋： 「現有
報
大公
道路設計是實線較長，是為預防灣仔繞
道及東區走廊交匯處車輛切線時發生意
花園
命脈，未有繞道
外，但就造成繁忙時段交通擠塞。最簡單和
城市
時，上班時間司機來
快捷的方法是將實線縮短，影線延長，兩邊車
往中環和東隧，令東廊非常
輛有較多時間切線。」
繁忙。現時繞道剛開通後，着實紓
陳恒鑌續稱，雖然香港行車隧道內的設計為不
緩了來往中環、灣仔及東隧的交通擠
可切線，但其實在臨出隧道口的路段，是有空間延
塞，但不可忽略的是在繞道東行出口（近城市花園
長影線路段，情況就如其他過海隧道的出口。另
對開），因該處是繞道出口「樽頸位」，不少司機要
外，他亦建議在灣仔繞道內添置道路指示牌，例如
靠左切線進入北角，當繁忙時間時，車多令上址造
「往北角靠左」 ，讓灣仔繞道進入北角的車輛能夠預
成嚴重交通擠塞，當駛過東隧後才暢通，若有東行
早切至最左線，減低臨近出口時切線的擠塞情況。
司機因切線而發生意外，足以癱瘓往東區的交通。
專家倡擴闊繞道出口
李耀培續指，上述設計並不是設計錯誤，只是
東廊使用了很多年，使用中環和
對於中灣繞道隧道東行出口近城市花園對出經
灣仔繞道東行時，在北角出口遇
常擠塞，更甚者司機在繞道出口匯合處，無法轉左
「樽頸位」，事實上政府可以有兩
前往北角及英皇道。香港汽車會建議有兩大方法可
個解決方案，一是在繞道出口
減低道路容車量，達至改善相關問題，一是擴闊繞
位，包括北角和鰂魚涌的出口進
道出口道路，二是達至三隧分流，紓緩交通擠塞。
掃一掃
行道路擴闊工程，以提升道路容
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接受《大公報》訪問時
有片睇
車量，達至做好分流。
表示，東區走廊於1984年通車，是港島區主要交通

陳恒鑌：新界北交通基建須及早策劃

交 通 問 題 探 究
❶

本港各區交通擠塞問題近
年持續惡化，《大公報》日前接
獲 讀 者 投 訴 ， 指 耗 資 逾 360 億
元、已通車逾兩年的中環及灣
仔繞道（中灣繞道），每天上下
班的繁忙時間均交通大擠塞。
大公報記者昨日駕駛採訪
車由中環駛入繞道前往東區海底隧道，當駕駛至繞道出
口，近城市花園對出口的匯合處時，發現一大嚴重的
「樽頸位」 ，加上地面實線過長，無法順利切線行駛，
要減慢車速，待有空位時才可以切線轉左前往北角，難
怪在平日的時段此處經常 「塞爆」 ，若上述路段遇上交
通事故，更令往東區及九龍東的道路造成癱瘓。

【大公報訊】就各區交通擠塞問題不斷惡化，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昨日就 「重塑本港交通運輸承
載力」 提出多項倡議，以應對新界發展區未來人口增
長所造成的交通問題。陳在倡議書中建議，強化泊車
轉乘設施，在實時顯示泊位供應的政府應用程式內，
加入私人泊位供應情況，人工智能以交通燈控制車流
等，並重新研究隧道收費模式，透過不同時段差別收
費調整車流。
陳恒鑌在記者會上指，本港居住人口已於2009至
2019年間逐步北移，料未來施政報告將進一步發展新
界北。而統計數字顯示，中產亦有北移情況，增加了
市民擁有汽車的比率，認為未來交通基建會進一步落
後於人口增長。他說，新界早期開發新市鎮已經交通
飽和，在2009至2019年間全港人口增長7.81%，當
中新界增加9.47%。同期，全港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增長64%，新界則增加了82%，認為數據顯示中產有
北移情況，相信本港近10年私家車增長也與此有關。
陳續指，面對汽車增長明顯，政府卻什麼都沒有
做，用以疏導新界西交通的11號幹線興建需時，而本
身推出的泊車轉乘位置都依賴鐵路，放在鐵路站附
近，使用率已達至飽和，令新界市民只有駕車出市
區，造成擠塞。
至於隧道收費方面，陳恒鑌建議當局將收費重新
定義為調節交通之用，他稱2019年政府推出三隧分流
得不到支持的主因，就是打算劃一收費： 「例如紅磡
的車去了西隧，只會大家一起塞」 。陳建議，未來當
西隧及大欖隧道都歸政府所有時，隨自動不停車收費
系統的應用，可以建立基於時間改變收費的系統，以
較便宜的收費，吸引駕駛人士避開繁忙時段的車龍。
陳期望未來本港可以發展結合車輛、道路及交通
燈三者，利用大數據去調度車流，解決現時 「路路皆
塞」 、 「一路多燈」 等問題，做到真正的智慧出行。
﹁

﹂

賢學思政黃沅琳涉違國安法被捕
▲反中亂港學生組織 「賢
學思政」 發言人黃沅琳涉
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昨日
被警方國安處人員拘捕。

【大公報訊】記者黃浩輝報道：警方
國安處昨日（22日）拘捕反中亂港學生
組織 「賢學思政」 發言人黃沅琳，涉嫌
「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 罪，
連同在周一（20日）被捕的王逸戰、陳
枳森和朱慧盈，該組織先後已有四人被
捕。
警方發言人表示，延續周一（20
日）的執法行動，國安處人員昨日（22
日）在旺角區拘捕一名19歲女子，涉嫌

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2及23條 「串謀煽動
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 罪，該名被捕女
子現正被扣留調查，警方行動仍在進行
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消息指，被捕
的女子為 「賢學思政」 發言人黃沅琳。

宣「獨」挑戰國安法
國安法實施後， 「賢學思政」 不但未
有停止播 「獨」 ，近期更變本加厲。警方
近日發現 「賢學思政」 在旺角開設 「聚腳

地」 供所謂 「同路人」 聚會，同時進行小
買賣及展覽，吸引更多人加入。 「賢學思
政」 召集人王逸戰曾揚言 「組織的存在價
值就是去試政權的紅線」 ，他在國安法實
施後仍屢次挑戰法例而被捕。該組織又有
系統地向在囚的亂港分子提供物資，供他
們在獄中招攬追隨者。
警方就案件繼續調查中，重點追查資
金來源和背後 「金主」 。
《大公報》經連日調查，發現 「賢學

思政」 近日連番動作，除在旺角開設
「獨」 店 「不二」 外，更利用貨倉囤積大
量 「探監物資」 ，與早前宣布解散、由反
中亂港分子邵家臻創立的所謂囚權組織
「石牆花」 同出一轍，目的是透過供應
「探監物資」 ，協助在囚者擴大影響力及
播 「獨」 ，企圖坐大監獄內的 「港獨」 勢
力。案件前日（21日）在西九龍裁判法
院提堂，法官拒絕三人保釋，案件押後至
11月3日再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