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僭建風波」越炒越熱，雖然學明已如實
地盡量講述風波中的問題，不過有傳媒仍繼續
「追查」，還聲言「發現」有關「張學明村屋」的
僭建物只建了3年時間，而非學明之前所說的10
多年，質疑學明有誠信問題。學明昨日亦對有關
報道感到詫異，稱「報章所刊出的村屋唔係我
，應該是傳媒朋友搞錯」。因此，有關的誠信

問題其實並不存在，僅是一場「烏龍」。
據了解，多間傳媒拍攝的所謂「張學明村

屋」，確是在學明居所附近，但屋主卻另有其
人，是由已退休的包氏夫婦擁有，而包太亦曾在
政府任職，他們居於上址已有10多年時間。不

過，多間傳媒在報道時未有確認有關相片內容的
真實性，便把它打上「張學明」的名號，難怪學
明亦感到奇怪，在昨日回應事件時需要作一澄
清，否則便成了「鵲巢鳩佔」。

承諾僭建物按政府要求處理
不過，學明並無因此誤會而放輕處理有關僭建

問題，並主動再次坦承自己居住的房屋是有僭建
物，並承諾會完全按照政府的政策和要求去做。
近日如學明等議員居所僭建所引發的「僭建風

波」，令到政府與鄉議局商議的村屋理順計劃急
待推出。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回應有關問題時形

容，每一個政策
都有過渡和醞釀
的階段，政府正
努力用一個方案
去處理數量如此
大的「丁屋」僭
建物問題，表明
一定會在短時間
內，找出一個合
適又保障公眾安
全的方法。
對有人質疑政

府對新界和城市
的建築物有差別
對待，優待新界
「丁屋」，林太
說，「丁屋」歷
史背景和法例的
規管與市區建築
物情況是完全不同的，但政府對建築物的安全問
題是一視同仁。早前政府高調介紹市區建築物的
僭建物的新執法政策，只是在時機成熟下推出，
而現時新界「丁屋」的問題則仍在處理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高等法院上月裁定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無效，環境保護署經研究後，

不認同裁決指環評報告須有工程的前後影響評估，決定提出上訴。有資

深大律師指出，高院一般案件排期已排至明年，預計今年難以處理有關

上訴，估計案件還要處理至少1至2年，其負面後果影響深遠。

帶給香港浩劫的罪魁禍首是公民黨
公民黨操控官司狙擊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的環評報告，不僅使本港

涉及分攤的大橋主體工程拖延、費用大漲，打爛3萬人飯碗，推高行內失

業率至9%，而且約50項正進行環評的工程會受影響，例如港鐵為免步港

珠澳大橋後塵，已主動撤回沙中線3份環評。其他項目，包括南港島線、

觀塘延線，以致正等候排期審議的大埔沙螺洞公私營界別合作自然保育

試驗計劃的環評報告，以及獲批環評但仍未動工的垃圾焚化爐項目、沙

螺洞骨灰龕、蓮塘/香園圍口岸與相關工程等，甚至已經動工的啟德發展

計劃，都是以現有標準進行環評報告，其環評基礎都可能遭到挑戰，而

重蹈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覆轍。這50項工程受影響拖延以及費用上漲，

甚至整體基建環評都因要等待港珠澳大橋環評一案上訴結果而停擺一、

兩年，導致香港經濟發展受阻和天文數字的損失！帶給香港這場浩劫的

罪魁禍首，就是公民黨！港人何辜，遭此荼毒！

政治是經濟的反映，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公民黨政治上的「顯性獨

港」，決定了該黨必然將「獨港」路線延伸到經濟。該黨從來沒有停過阻

止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凡是有關兩地融合的政策，公民黨必定設法

出來阻撓。該黨操控官司狙擊港珠澳大橋，就蘊含了經濟上的「隱性港

獨」挑戰「十二五」規劃，抗拒兩地融合。港珠澳大橋是列入中央「十

二五」規劃粵港澳合作7個重大項目的首位項目，中央多次表示要加快港

珠澳大橋的建設。公民黨操控官司「叫停」港珠澳大橋，根本是對抗中

央，擺明香港就是一眾大狀和法官統治的「政治實體」，氣焰何其囂張！

公民黨訟棍無事生非操控官司
公民黨操控官司「叫停」港珠澳大橋帶給香港一場浩劫，引起社會公

憤和輿論抨擊。公民黨眼看危及該黨在年底區議會和明年立法會的選舉

的選情，於5月9日在《蘋果日報》等報紙刊登「救亡廣告」，對該黨嚴重

損害港人福祉的行徑進行狡辯，其中第五點狡辯聲稱，「劉夢熊先生等

人的文章，指司法覆核是『隱性港獨』、『抗拒中港融合』，這些大帽子

既不適合公民黨，更散播白色恐怖，壓制理性討論」云云。這個廣告捏

詞辯飾，彰顯訟棍本色，卻是欲蓋彌彰。

清光緒時的《桐鄉縣誌．風俗》，記載了訟棍變亂黑白，架詞飾控，將

一切訴訟事務都承接下來，甚至包括打通官府的關節，也由他們包攬。

想不到時光倒流，今時今日的香港，也出現了公民黨的訟棍利用領取綜

援、目不識丁的婆婆申請法援，然後無事生非，操控官司。據4月28日出

版的《壹週刊》報道，從朱婆婆申請法律援助，到朱婆婆選擇律師，再

到朱婆婆列舉七大申訴重點的狀紙，都是公民黨一手在「生事」和「唆

訟」，一手在「包謀」、「包訴」、「包攬」。俞蛟《夢廠雜著》，指訟棍

「立意措詞，能顛倒是非，混淆曲直」，「奸回巧詐，逞其伎倆，以撓國

家之法，使是非、曲直無從辯」。而今時今日公民黨的一些大狀律師，幹

的正是這種勾當。但公民黨一些大狀律師的危害性，卻是古代訟棍望塵

莫及的，他們「以法亂法」、「以

法亂港」，帶給香港的浩劫其損失

無可估量。

從回歸後濫用司法覆核的情況看，

可發現政客動輒操縱他人，濫用司法覆

核控告政府，勝算大增。回歸以後，本港每

年的司法覆核申請均有過百宗。2007年11月，終審

法院為司法覆核申請設「合理爭辯」的門檻，此後兩年，每年都有近半

申請被拒絕。公民黨利用領取綜援、目不識丁的婆婆申請法援，「理據」

是大橋動工和通車會影響其健康，如果這是「合理爭辯」，那麼某某婆婆

又可以說所有的基建乃至汽車在馬路行走都影響其健康，就可以濫用法

援阻住地球轉了？

公民黨「不道德行為」是對公義的褻瀆
司法覆核被濫用，政府法援署難辭其咎，法援署讓缺乏充分理據提出

法律訴訟的人士得到法律援助，不僅對納稅人不負責任，而且是對公義

的顛覆。政府於09年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興建港珠澳大橋撥款時，

公民黨當時投票支持，現在卻狙擊大橋工程，再次暴露該黨誠信破產。

公民黨如果真的是尋求公義，應該自己出錢打官司，但卻利用綜援婆婆

申請法援，「操控」官司，法官判政府要付三分之一堂費，其餘三分之

二由「法援」支付，公民黨的大狀律師們無論輸贏都有巨額金錢落袋，

這種「不道德行為」，是對公義的褻瀆。

公民黨是香港這場浩劫的罪魁禍首，有中產人士表示：「公民黨拿不

到我這個中產階級的票！」有網民提醒選民懲罰公民黨︰「公民黨與香

港人為敵，大家在今明兩年的選舉中記住公民黨做過呢樣 ！」從政治

上策劃「公投」、「起義」到在經濟上破壞與內地融合，充滿「獨港」思

維的公民黨「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必將為其嚴重損害港人福祉的行徑

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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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操控官司狙擊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的環評報告，

不僅使工程拖延、費用大漲，而且禍及約50項正進行環評的

工程，整體基建環評停擺6、7個月甚至一、兩年，導致香港

經濟發展嚴重受阻和天文數字的損失，根據國家「十二五」

規劃，與內地跨境基建銜接和經濟融合更有錯失時機之虞。

公民黨與港人為敵，引起社會公憤，市民表示要用選票懲罰

該黨，公民黨必將為其嚴重損害港人福祉的行徑付出代價！

公民黨製造基建浩劫必遭懲罰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責任編輯：謝孟宜　

《壹週刊》擺「大烏龍」
影錯「張學明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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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新東「開檔」發叔張學明撐場
近期民望插水的反對派為求「翻身」，以在新一屆

區議會選舉中搶得最多議席，決定將區議會「去民
生化」及「去實務化」，實行「有幾政治就幾政治」，更提出打破專制
霸權口號，企圖催谷社會上「仇商」情緒，炒熱氣氛，撈取選票。反
對派又大談「一人兩票」，指今次區議會選舉結果直接影響明年立法
會的選舉結果，飽受「民望重傷」的民主黨的副主席單仲偕聲稱，若
反對派要爭取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團體都要顯示誠意，派出
足夠人數參選云。
反對派經過長時間協調，得出最新結果，公民起動、公民黨、民主

黨、民協、街工、職工盟等6個政團組織共派出245名代表參加區議會選
舉，最多是民主黨，有143名，公民黨居次，有63名，民協亦有30名。
單仲偕昨日出席反對派選民登記活動後表示，反對派最後會派出多少
條名單參加超級區議會議席選舉，要待區議會選舉結果揭盅，各黨派
再坐下來討論，但希望團體本身要拿出誠意，「你派人的數目都無15
名，好似職工盟只有2名，街工亦都得6名，連入場條件都達不到啦！」

廖成利指民協兩面受敵
民協主席廖成利則指，民協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中兩面受敵，除建制

派外，還要面對人民力量的衝擊，預計在深水 的16個選區中，全數
都會遭到人民力量成員挑戰，若形勢危急的話，不排除自己不參選區
議會，協助其他黨友，否則可能會輸掉多個席位。他透露，民協現有
8名區議員，希望新一屆區議會可取得11席。
為進一步鞏固反對派的6成支持度，反對派將於未來兩個月在全港

18區擺設街站，進
行選民登記工作，
除向青年人埋手
外，更向少數族裔
「埋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70工程臨停工
環評上訴宜加速

港珠澳大橋環評訴訟產生連串「骨牌效
應」，多個待過環評的工程已先後撤回環評申

請，動工無期，而已通過環評的工程更可能面臨隨時要停工的
困境。雖然政府已決定上訴，為環評制度討個說法，不過高院
「僧多粥少」，官少案件多，令許多案件都要排期候審。有政府
消息人士形容，有70多項已過環評的大小工程項目，隨時可能
面臨停工的情況，有需要盡快處理有關環評制度問題的上訴，
才能令大家釋除疑慮，放心開工，因此有關環評案的上訴案實
在需要盡快開審。

撤回多個大工程 經濟損失難估
高等法院上月裁定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無效，令到政府叫停

所有未過環評的工程，甚至撤回多個大型工程的待審環評報
告，涉及經濟損失難以估計。政府消息人士形容，現在的問題
已不只是未上馬的工程，連已過環評的工程項目亦隨時受到牽
連。
根據環境署署長接獲的環評報告清單顯示，港鐵的南港島線

(東段)、觀塘線延線於去年底先後獲得署長通過環評，有關工程
已經開始上馬。政府消息人士說，這些有利民生的工程在環評
報告清單中有70多項，牽涉甚廣，如有任何人以港珠澳大橋環
評訴訟對這些工程興訴，這些工程便要即時叫停，情況令人擔
憂。
政府消息人士認為，有關港珠澳大橋環評訴訟的上訴有 很

高的急切性，因此高院應盡快定出開審日期，及早完成有關案
件的審理，使這些基建工程的環評問題可以得到釐清，讓人安
心開工。

鄉議局副主席、民建聯議員張學明近日捲入「僭建風波」，雖然已

坦承所住居所確有僭建物，不過原來包括《壹週刊》和無 電視等多

間傳媒在報道有關「風波」時，都擺了「大烏龍」，「此村屋不同彼村屋」，他們所

拍攝的村屋實非學明所有。學明昨日回應有傳媒指他在僭建時間上「講大話」時，

坦言是傳媒朋友誤會了，報章所刊出的有關村屋並非他擁有，不過他會按照政府要

求去處理自己居所的僭建問題。據了解，多間傳媒近日拍攝的所謂「張學明村

屋」，其實是由丈夫曾任職前大埔區議會秘書長的包氏夫婦擁有，兩

人已居於上址逾10年，但近日卻莫名其妙地成了傳媒「熱點」。

張冠李戴

政情短評

奸招撈票

經歷多場退黨潮等風風雨雨
的自由黨，在榮譽主席田北俊

等元老全面回巢救亡後，黨務發展已逐漸重回
正軌。繼早前更換新黨徽後，自由黨在大埔的
新界東支部昨日正式開幕，除發展局局長林鄭
月娥外，不少鄉事派的重量級人馬都「畀面」
出席，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更是自退黨後首次出
席自由黨活動。田大少形容，他們與發叔的關
係一直不錯，亦「無甚麼恩怨情仇」，他們在新

界東開辦事處，當然要邀請新界王發叔出席。
此外，身兼鄉議局副主席和大埔區議會主席張
學明亦有出席。
坊間有傳會協助自由黨「重奪」新界東議席的

上水鄉事會主席兼北區區議會副主席侯志強昨日
也有現身開幕禮。侯主席形容，現時與自由黨合
作愉快，亦會與自由黨將在北區開設的辦事處緊
密合作，並會一起籌劃處理區內的一些地區問
題，但「現在先要磨合一下，再去想進一步的合

作」。
黨主席劉健儀亦於儀式上重申走直選路的目

標，表明新界東一直都是自由黨的「老家」，歷
任黨主席都曾在該區服務和參選，他們此次在新
東成立多個支部，正是要進一步加強地區服務。
此外，他們稍後時間還會在北區和將軍澳開設支
部辦事處和自由之友，全面開展新界東的地區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開拓地區

■張學明澄清傳媒拍攝的
「村屋」非其所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自由黨新界東支部開幕，舉行切燒豬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出席自由黨新界東支部開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反對派為搶票刻
意將區會選舉政治
化。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治祖 攝

▲

區選谷「仇商」拉票
反對派去「民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