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10多名議員昨日舉行記者會，要求曾蔭權就
其言論道歉。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言，特區政府「以
行政效率凌駕司法獨立」，令人感到「悲哀」。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亦在會上聲言，市民有權控告政府，令法
治得到彰顯，是次政府敗訴而將責任推給其他人，行
為並不君子，並「損害」了司法獨立。

刻意迴避始作俑者角色
不過，他們在記者會上刻意迴避公民黨「始作俑者」

的角色，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問及公民黨會否讓朱婆婆
站出來交代事情始末時，梁家傑即聲言「無需要」，稱
法院已就是案有清晰的裁決，「若有（濫用的）問題
法庭就不會批准提出上訴」云。
隨後，多個與公民黨關係密切的民間團體，包括以

「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成員身份出席的公民黨
創黨黨員莊陳友，保護海港協會前主席徐嘉慎等，於
同日舉行記者會，發表聯署聲明就是次事件「譴責」
政府，並欲蓋彌彰地為公民黨聲稱曾多次提醒是次案
件的關鍵、所謂「基線評估」卻遭政府踢爆並無其事
而辯護，聲言事件的關鍵不在於公民黨曾否提及過
「基線研究」，並稱是案是環保發展的里程碑。

「基線研究」一無所知
據了解，環諮會過去曾就大橋

工程展開公眾諮詢，而在席並有
份提供意見的屯門基建民間監察
團體，被問及當日曾否提出環評
報告須有「基線研究」的問題
時，就顯得對此一無所知，反問
道：「甚麼是基線評估？」被質
疑未有做好把關工作時，該名代
表則宣稱，「我當日有提出空氣
質素、海港污染等，但就忘記曾
否提及環評報告」。

政府絕對尊重司法獨立
行政長官辦公室昨日發表聲明回應，特首已清楚表明

自己不會評論個別案件，而當天的發言重點是希望香港
各界，尤其是負責任的從政者，認真反思社會上的一種
憂慮，就是基建因政治原因被拖延而對社會經濟發展及
長遠競爭力造成的影響。
政府發言人強調，香港特區政府絕對尊重司法獨立

及市民行使司法覆核的權利，並依法處理司法覆核的
挑戰，行政長官在立法會答問大會發表有關言論時，
完全不存在對法庭有任何的批評，而一直以來，行政
長官對法庭在行使司法權時表現不偏不倚、獨立專業
的能力，充滿信心，故對有立會議員刻意曲解行政長
官的言論為向法院施壓深表遺憾。

A14 責任編輯：姚逸民 2011年5月26日(星期四)香 港 新 聞
H O N G  K O N G  N E W S

范太：下屆政府要及早處理23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傳媒報道，有「玩

具大王」之稱的蔡志明「關係密切」的一家公司，旗
下一座位於大埔松仔園的豪宅存在僭建物並霸佔官
地，被當局下令清拆，但業主在清拆令過期後，仍未
拆除，屋宇署上月向業主發出警告信，表示會採取進
一步執法行動，業主終同意在下月初把拆卸方案和工
程時間表呈交屋宇署審批。

屋宇署發清拆令
《南華日報》昨日以頭版刊登了有關消息，屋宇署

及地政總署隨即發表聯合聲明，屋宇署於去年1月接到
舉報，指新界大埔滘松仔園第33約不同地段懷疑有違
例建築工程正在進行，屋宇署和地政總署人員在同年9
月進入該處所進行聯合視察，並發現有一座3層高的鋼
筋混凝土建築物新近建成，取代了舊有的一座單層建
築物。此外，相關的地盤平整工程亦已完成，以新建
造的擋土牆承托一個新的高架花園，屬違例建築和工
程（僭建物），故屋宇署於同年12月根據《建築物條例》
向該私人地段的業主發出清拆令。

逾期未拆擬檢控
聲明續指，由於有關僭建物逾期後仍未拆除，屋宇

署今年4月向業主發出警告信，其後，業主已委聘了一
名認可人士，以統籌拆卸工程，並於6月初將拆卸方案
和工程時間表呈交予屋宇署。如業主未能按照工程時
間表完成有關拆卸工程，又無合理辯解，屋宇署會考
慮向業主提出檢控，及安排政府承建商拆除有關僭建
物，並向業主收回工程費用和監督費。
蔡志明昨晚在接受傳媒查詢時說，有關物業是他內

地親戚的註冊公司所有，他已提醒該親戚需要處理，
而該處已經搭棚，準備拆除僭建物。

「玩具大王」親戚
豪宅僭建被警告

公民黨屈特首施壓法院
圖轉移操控環評案公憤 特首辦對反對派曲解言論表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
反對派就港珠澳大橋環評風波「詭辯」
連篇，更反要求特首道歉，民建聯主
席譚耀宗認為，特首言論只是反映社
會意見，並無問題，反對派計劃提出
譴責動議作用不大，又指反對派及公
民黨在立法會不同場合內刻意提出港
珠澳大橋工程，「踩界」的機會更
高：「5名公民黨都是大律師及資深
大律師，不可能不知道，兩個律師會
的意見，可能是指公民黨，不是指政
府當局。」

葉國謙質疑敢做不敢認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亦

質疑，公民黨作為政黨，何以「敢做
而不敢認」，認為這證明他們的誠信
有問題，而港珠澳大橋工作相當複
雜，「如果作為小市民的朱婆婆明白
之餘，更懂得提出上訴，為何不讓她

站出來向公眾作出解釋」。
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指出，公民黨一直強調任

何事情均需要在公平、公開、具透明度情況下進
行，而在是次訴訟中，有公民黨執委收取訴訟
費，令人覺得有「包攬訴訟」之疑，法律界也有
很大的非議之聲，質問公民黨何以不讓朱婆婆站
出來澄清，這與公民黨倡議的公平、公開、具透
明度的訴求完全背道而馳。

劉健儀狠批公民黨伎倆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表示，無論是國家的評估，

或者是國際機構的評估，現時香港基建工程已經
大大落後整體形勢，但由高鐵到今次港珠澳大橋
事件，公民黨都使出「臨到最尾才提出排山倒海
的訴求，再使出『拖字訣』，刻意阻礙工程的進
度」的伎倆，並相信公眾眼睛是雪亮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78項基建工程因公民黨「協助」

東涌居民推翻港珠澳大橋環評司法覆核而面臨「推倒」危機，社會罵

聲四起，而被指在幕後操控官司的公民黨卻聯同其他反對派政黨急欲

轉移視線，藉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引述社會意見，指

有政黨、政客藉環保為名，濫用司法程序阻撓香港發展一事，「無限

上綱」至「特首向司法機構施壓」，並舉行聯合記者會，要求特首就其

言論道歉。特首辦發言人在回應時表示，行政長官對有議

員刻意曲解其言論為向法院施壓深表遺憾。

公民黨被指幕後發功，「協助」66歲東涌居

民朱綺華透過司法覆核令港珠澳大橋受阻，更

拖累70多項工程陷入「墮馬」危機，備受社會

各界嚴厲批評。特首曾蔭權早前在立法會行政

長官答問大會上引述有意見指個別政黨為一己

私利濫用司法程序阻延香港發展，希望引發社

會反思。公民黨隨即對號入座，更發動反對派

空群而出，發表所謂聯合聲明，稱特首所言是

在「向法院施壓」。有政壇中人直言，公民黨此

舉是試圖轉移公眾視線，「清洗」自身拖垮香

港基建的罪名，而其他反對派政黨與之再行捆

綁，只是圖藉「炮打」特首，製造社會爭議，

稍微催谷近期極度低迷的民望矣。

特首從未提大橋環評案
反對派推出新一輪「聯合屈機」工程，發表

所謂「譴責」聲明，批評特首早前指有人藉保

育之名利用法律程序阻撓基建上馬的言論，是

「以行政效率凌駕司法獨立」，向審訊是案的法

官「施壓」。

有心水甚清的政壇老友坦言，在立法會特首

答問大會上，特首從未提起過港珠澳大橋環評

案，且事先聲明不會評論個別個案，只是希望

從政者反思社會上對政治原因拖延基建影響香

港長遠競爭力的憂慮，但環評案「幕後黑手」、

公民黨梁家傑急不及待地對號入座，不僅具體

討論案情，更直呼法官名字，借而扭曲特首原

意：「如果說特首綜合而言地點出一個政治現

象的講法是向法院施壓，反對派更應撫心自

問，他們直接大談港珠澳大橋環評案，叫出法

官姓名的做法豈非更是赤裸裸地向法院施壓？」

藉判詞壓人才是打擊司法
老友續說，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就連前終院

首席法官李國能亦曾說「法庭並非辯論及解決

政治、社會或經濟問題的適當地方」，但公民黨

卻屢使橫手，把政治問題端上法院，更藉法院

判決「壓人」：「這才是打擊司法制度，向法

院施壓的活生生案例。」

他嘆言，大狀素為「算死草」，「有佢講無人

講」，用花言巧語為特首扣下一頂政治帽子，又

何足為怪，說到底公民黨愈是上躥下跳，就愈

顯出其色厲內荏、心虛膽怯的真面目：「若公

民黨真的無做過，為甚麼要收起東涌婆婆？除

非這位婆婆真的是該黨的傀儡，一曝光即穿

煲，否則你大可以正大光明地叫婆婆出來三口

六面講清楚件事，何必態度曖昧、左閃右避？」

公民黨轉移視線模糊焦點
民意幾乎一面倒批評公民黨藉環評案拖香港

後腿的做法，選舉當前，公民黨豈會不怕？因

此，老友指公民黨是次炮打特首，是意圖藉市

民近期對特區政府、特首施政的不滿，施展指

鹿為馬、顛倒黑白的慣伎，轉移公眾視線，將

事件扯上打擊司法獨立的罪名，來模糊焦點。

不過，他坦言，市民早看穿公民黨在環評風波

的黑手角色，又豈會輕易被左右了視線？公民

黨此舉不過是欲蓋彌彰而已。

公民黨垂死掙扎並不奇怪，但老友對民主黨

竟然願為對方「抬轎」而百思不得其解：「先

不說年底區選，民主黨的最大競爭對手並非建

制派，而是一心想吞併民主黨做反對派一哥的

公民黨，即使就事論事，民主黨明知環評風波

不得民心，還走去撐公民黨，與主流民意對

幹，就更加令人費解了！」

以為罵特首可 分太天真
他坦言，若民主黨以為怒罵特首就可以「

分」，未免「太傻太天真」：「市民亦不是有理

無理都走去鬧特首，亦不是鬧特首就一定有分

加，都要睇議題、論重要性，今次公民黨藉環

評興風作浪，大抽政治油水，罪證確鑿，市民

眼睛雪亮，怎會被輕易蒙蔽，而民主黨傻更更

地加入戰團，為公民黨抬轎，不但冇 分，分

分鐘輸得更慘，同公民黨攬住一齊死！」

公民黨圖洗脫拖垮港基建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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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
泰被指有意參與明年特首選舉，有傳媒稱范太近日高
調提出新一屆特區政府要處理《基本法》第23條立法
的問題，是為此而鋪路，更稱商界中人正在為她籌組
班底。范太在回應時強調「絕無其事」，並強調23條立
法問題並非「洪水猛獸」，而是新屆特區政府難以迴避
的問題，但澄清這只是她自己的「心裡話」，和她是否
選特首無關。

相關言論無關特首選舉
范徐麗泰在大專學生報近日刊出的訪問

中，提到新屆特區政府需要處理《基本法》
第23條立法，引起香港社會各界的揣測。
她昨日在出席「香港乳癌基金會乳健中
心」開幕禮時被問及有關問題時主動澄
清指，有關言論只是反映她個人的「心
裡話」，與特首選舉無關，更非反映中央的
看法。
不過，她強調，23條並不是「洪水猛

獸」，尤其《基本法》明確要求特區政府要
自行為23條立法，保障國家安全，但香港
回歸14年多，仍未有履行落實基本法的職
責，反觀澳門卻已經完成立法，而特區政
府明年換屆，香港已經回歸15年了，故她
認為新屆政府實無再迴避的空間。

立法非「不可能的任務」

范徐麗泰承認，香港確實有部分市民仍然憂慮及抗
拒23條立法，而將23條立法的責任變成「洪水猛獸」，
是基於昔日的社會觀感，「我承認香港有部分人好擔
心立法，更有部分人反對立法，當中包括部分立法會
議員，這也是政府立法挑戰之所在。當然我的三言兩
語不能平息大家心中的擔憂，但大家只要看清楚當日

政府提出的3項修訂，大家就不會怕」。
不過，她認為，新屆政府在紓緩社會憂慮後，就能

開拓平和理性的討論平台，包括做好諮詢工作，盡力
向市民解釋清楚條例，令立法並非「不可能的任
務」：「立法自當然會有挑戰，我理解市民對23條有
看法，所以政府更需要讓公眾理解清楚方案，做好諮
詢解釋工夫，大家看清楚就不會怕。立法不是無可能
做到，反而在乎於政府的決定。」
被問及是否「拆彈」的好人選時，范徐麗泰強調目

前言之過早，且自己至今仍未決定參選特首，故「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指自己目前只會想到哪裡旅行
「歎世界」，兩個月之後才會想是否參選。

絕無商界人士代籌班底
就有報道指，英皇集團老闆楊受成等商界中人正為

范徐麗泰參選籌組班底，范太強調「絕無其事」，指自
己與楊受成是朋友，但她從沒有邀請過商界幫忙選特
首，也不相信有商人會主動去做這件事，「做朋友不
是代表他會支持我，我亦從來無要求別人支持我做特
首，我自己都未決定，怎會要求別人支持我呢？」
另外，有民意調查反映范徐麗泰民望高於其餘兩名

疑似特首候選人，范徐麗泰坦言，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的民望同樣高企，自己的民望並無「大幅拋離」，又指
即使民意高企，也必須要有才能、班底及獲中央信任
才能勝任特首一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全國人大常委范
徐麗泰認為下屆特區政府的一大挑戰是完成23條立
法，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表示，為23條立
法是《基本法》賦於港人的責任，絕不能20、30年無
限期地拖，也是不能迴避的問題。他覺得，只要在國
家安全及市民疑慮兩方面取得一個平衡，清楚解釋給
市民知道，在立法過程中具透明度，廣泛聽取市民的

意見，任何時間立法都是可以的。

葉劉：現無處理23條迫切性
曾負責推銷23條立法的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亦強

調，全世界都有國家安全條例，基本法23條亦非洪水猛
獸，但她認為香港社會目前有很多問題，包括民怨問
題要處理，故現階段並無處理23條的迫切性，又指范太

的言論可能是「試水溫」或向中央政府「交心」。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指出，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中

央唯一要求特區做的工作，特區唯一要做的事情，就

是為23條立法，但強調在立法前必須要有足夠的諮

詢、評估民情，及釋除公眾疑慮，若今屆政府計劃就

23條立法進行諮詢，自由黨不會反對。
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聲言，擔心下屆政府可能就23條

立法，當局會以法律為工具收窄言論及人權保障，又指
目前內地及本港的人權狀況都較03年首次提出23條立法
時差，加上中央對本港的干預增加，情況令人擔心。

葉國謙：23條不能無限拖延

■范徐麗泰強調，23條不是「洪水猛獸」，而是特區政府落實基本
法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葉國謙質疑，公民黨「敢做而不
敢認」，反映他們的誠信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反對派舉行聯合記者會，聲言要譴責特首「向法院施壓」。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反對派舉行聯合記者會，聲言要譴責特首「向法院施壓」。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