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屆區選提名期快將結束，許多參
選人都全面減少以往的地區活動，以免
有賄選之嫌。不過，有街坊日前就向香
港文匯報投訴，指已經報名參選新一屆
區議會選舉的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和
王竣達早前連日在社區派發大量印有他
們相片的宣傳單張，吸引街坊參與

「『童』學共融」計劃。計劃包括在區選
競選期內的9月25日、10月9日、10月23
日分別參觀港九新界的多個博物館和景
點，還包含該3日的午餐，參加的小朋
友只需要支付100元。

申請基金揭示內部矛盾

記者翻查了李嘉誠基金「香港仁愛香
港」公益行動的獲批計劃資料，發現有
與街工「『童』學共融」的同名計劃，
獲批2萬5千元。王竣達接受查詢時承
認，兩個計劃實為同一計劃，但不知道
贊助機構有否要求他們在宣傳單張上印
上機構名字。不過，他一聽接受地產商
贊助問題，即時卸責給街工籌募部，強
調自己並不認同籌募部向李嘉誠基金申
請計劃的做法，亦非由地區幹事提出申
請，只不過既然有資源已經批核了下
來，他們便抱 「有錢便用」的心態，
去籌辦有關活動。

稱派傳單時未考慮參選
被問到街工在選舉期間舉行有資助性

質的活動，會否有賄選之嫌，王竣達
稱，有關計劃在今年中已申請，主要是
籌募部的工作，他只是協助宣傳，「派
傳單時，我都未有考慮參選」，而「自
從報名參選後，我已經沒有再派有關單

張，亦無再參與有關活動內容」。至於
有關單張上印有梁耀忠和王竣達相片，
他形容，這是地區上的一貫做法，他們
代表街工，自然會利用街工活動的機會
作宣傳。
已報名參選晴景的還有工聯會的鄧焯

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申李嘉誠基金搞活動
街工食碗面反碗底

黎智英在香港社會有個眾所周知的別名叫淫賤黎，皆因他的壹傳媒報

刊在香港掛新聞自由之羊頭，賣宣淫販賤之狗肉，公然荼毒青少年，挑

戰社會道德，已經搞到天怒人怨。淫賤黎旗下報刊長年累月採取宣淫販

賤、揭人陰私、杜撰新聞等出位報道手法，譁眾取寵，包括出錢炮製

「陳健康獨家嫖妓新聞」、摷明星垃圾桶等。由於屢屢觸犯眾憎，淫賤黎

曾多次公開道歉，但卻一邊假意道歉，一邊宣淫販賤，如炮製未成年少

女濕身性感照、刊登偷拍藝人換衣照、將藝人床照專輯出版大發淫賤財

等，數不勝數。多年來，壹傳媒旗下刊物累積觸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條例》被判罪成的個案數不勝數。淫賤黎宣淫販賤，荼毒社會之餘，

更奉行反中亂港方針，煽動仇商仇富，分化社會，破壞和諧，以此增加

銷路。

《爽報》將壹傳媒宣淫販賤方針變本加厲
淫賤黎推出免費報紙《爽報》，將壹傳媒宣淫販賤、荼毒社會的方針變

本加厲，各界忍無可忍，紛紛聲討《爽報》。《爽報》一出就成為過街老

鼠，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五日內已收到128宗投訴，指《爽報》含不

雅、淫褻及暴力等內容。不少學校已下令禁絕《爽報》污染校園。逾百

個團體包括香港家長聯會、教育評議會、愛護家庭家長協會、關注色情

暴力文化大聯盟等，聯署齊聲譴責渲染色情暴力的《爽報》於學校區及

各大屋苑派發，導致不少中小學生輕易取得色情資訊，荼毒下一代。

《爽報》亦惹起不少屋苑居民神憎鬼厭，紛紛向管理處投訴，要求將《爽

報》驅逐於屋苑之外。

《爽報》據稱每日出版80萬份，以每份成本兩元計，則成本高達160萬

元，跟燒錢沒有分別。淫賤黎企圖靠淫褻、不雅、暴力及賭博等內容吸

引讀者，並請人搭巴士、歎早餐、食灌湯餃等，這是為了攻陷免費報紙

市場，實現淫賤黎做香港超級傳媒大亨的迷夢。這與淫賤黎1999年成立

「蘋果速銷」的手法如出一轍，當時「蘋果速銷」為了保持低價佔據市

場，依靠各種渠道和手段從世界各地進口水貨和假貨，包括轟動一時的

賣假紅酒案等，激怒供應商和消費者，最後「蘋果速銷」仿如老鼠過

街，人人喊打，不得不銷聲匿跡。黎智英以坑蒙拐騙、弄虛作假手段經

營「蘋果速銷」，與他以宣淫販賤、反中亂港、煽動仇商仇富手段經營壹

傳媒，完全是一脈相承。《爽報》現也是一隻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淫

賤黎企圖向「傳媒霸權」進軍，真乃鼠輩之妄想。

《爽報》企圖控制香港輿情
值得警惕的是，淫賤黎推出《爽報》，除了以淫褻為武器，攻陷免費報

紙市場之外，另一個邪惡企圖是使其成為偏幫反對派的選戰武器。今明

兩年幾場選舉接踵而至，特別是今年11月份的區議會選舉是未來幾場選

戰的首戰，贏得此戰，在一定程度上就贏得了此後幾場選舉的主動權。

《爽報》恰恰在區議會選舉報名拉開序幕的關鍵時刻出籠，不得不令人質

疑，這是否西方反華勢力與黎智英狼狽為奸，從辦報資金到辦報方針互

相勾結，企圖控制香港已邁入雙普選時期的選情，為反對派奪取香港管

治權保駕護航。

「維基解密」此次公開的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便透露了黎智英

控制選舉輿論，為反對派選舉「造勢」和「造王」的一些內幕。2006年3

月31日的電文中，探討「媒（黎智英）、政（李柱銘）、宗（陳日君）」三

種力量結合下對選舉的影響力。2007年9月11日的電文透露，黎智英等游

說陳方安生參選，並形容她是唯一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當時有意參選的葉

劉淑儀的人選。事實也顯示，2007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黎智英捐了20萬

給陳方安生，補選當天《蘋果日報》還為陳方安生印製大量「告急號外」

谷票。而在每次選舉中，「媒體（黎智英）、政客（李柱銘）、宗教（陳日

君）」三種力量都左右反對派陣營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而所謂「五區

公投」一役，更是「媒政宗」幕後操盤，而促成公社連的「台前演出」。

《爽報》將配合手機報覆蓋選舉輿情
《爽報》恰恰在連場選舉拉開序幕的關鍵時刻出籠，其操控反對派選

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為反對派選戰造勢的企圖

昭然若揭。《爽報》現出版80萬份並要增加到100

萬份，其重施2007年為陳方安生印製大量「告急號

外」谷票的故伎，則全港320萬選民，有三分之一的選

民可能收到《爽報》為反對派候選人的「告急號外」或「配票呼籲」。值

得注意的是，《爽報》的手機程式版面中，更提供色情聲音的播放，包

括不雅的呻吟聲等，這預示《爽報》會配合手機報為反對派選戰造勢，

提供偏幫反對派選情畫面聲音的播放，滲透到全港大部分手機用戶，全

面操控和覆蓋選舉輿情。

《爽報》與手機報的配合，對明年立法會選舉六個區議會「超級議席」

(原有一個加新增五個)影響特別大。六個「超級議席」擁有約320萬選民

基礎，不僅對2012年循1,200人選委會當選的特首形成壓力，而且可為有

意問鼎「超級議席」者2017年進軍特首普選鋪路。「超級議席」選舉還

有「風車軸心」效應，即一個強勢候選人出戰「超級議席」可帶動同黨

直選和功能界別選情。《爽報》選舉期間為反對派候選人在全港派發100

萬助選專刊或「號外」，將極大地左右選情，成為反對派奪取香港管治權

的犀利武器。

政府須盡快立法監管免費報紙
針對黎智英推出《爽報》兩大邪惡企圖，特區政府必須盡快立法監管

免費報紙，禁止免費報紙渲染色情和成為偏幫某些黨派的選戰武器。首

先，廣播電視若有色情資訊，父母在家可以控制，包括轉台或關閉，但

父母卻無法控制子女閱讀免費色情報紙，這顯示免費報紙的色情資訊比

廣播電視對青少年的危害更大。因此，規管免費報紙的不良資訊、淫褻

及不雅內容，其規管尺度應與對廣播電視的規管一樣；其次，為維護廉

潔、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制度，當局應盡快修訂《選舉(舞弊及非法

行為)條例》，監管免費報紙為某些黨派助選的舞弊及非法行為。選舉管理

委員會、廉政公署以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應密切監察免費報紙在整個選

舉過程中的報道，如果收到投訴，廉政公署應調查和作出檢控。

總之，隨 「雙普選」時代的到來，香港爭奪管治權的鬥爭益發激

烈。當中，輿論陣地、話語權至關重要。《爽報》面世，「點止報業競

爭咁簡單」，抵制和剷除《爽報》對社會及青少年的毒害，不僅是扭轉報

業生態惡質化的需要，更是捍衛「一國兩制」和維護香港安定繁榮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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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推出免費報紙《爽報》有兩大邪惡目的：一是企圖以淫褻為武器，荼毒社會，攻陷免費報紙市場，徹底破壞香港

報業生態，向「傳媒霸權」進軍，實現他做香港超級傳媒大亨的迷夢；二是企圖以數量龐大的免費《爽報》配合手機程式

版面，全面控制香港已邁入雙普選時期的選舉輿情，為反對派奪取香港管治權鳴鑼開道。《爽報》的兩大邪惡企圖，對香

港危害極大。特區政府必須盡快立法監管免費報紙，禁止免費報紙渲染色情和成為偏幫某些黨派的選戰武器。

黎智英推出《爽報》兩大邪惡企圖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責任編輯：黃楚基

陳日君揚言「革命」遭教界炮轟

田少望唐唐施政報告前辭職
特首選舉成為城中熱話，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昨日
重申，支持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做下屆行政長
官，他個人希望唐英年可在施政報告公布前
辭職，可以早些與自由黨成員講解自己的政
綱和細節，爭取得到市民的廣泛認同。
田北俊指出，現時已經時間無多，因此他

個人希望唐英年早些辭職，並就施政報告的
主要政綱和具體細節有不認同的地方，早些
向他們和市民作出講解，同時亦可向市民講
解他的競選政綱和細節，得到市民廣泛的認
同。不過，他會待唐英年和行政會議召集人
梁振英正式辭職後，行政長官接受了，再對
兩人作出評論。
他又說，唐英年早些辭職，向他們解釋政

綱，亦可令他們較容易地去協助他爭取選委
提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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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的街工一向以反地產霸權作為「旗

號」，不過原來只是「講一套做一套」。有街坊

發現，街工近日一方面向李嘉誠基金申領了2萬多元的資助，在區

議會選舉期的9月份至10月份期間舉辦多場參觀活動，但又沒有在

有關宣傳單張上申明贊助機構，被質疑有意隱瞞與李嘉誠基金的合

作關係，「慷他人之慨」，亦有藉機賄選之嫌。不過，事件中最弔

詭的是，負責宣傳有關計劃的街工社區幹事王竣達更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稱，根本不認同街工向李嘉誠基金申請經費，當時只是抱

「有資源 到，咪用囉」的心態。有地區人士批評，街工此舉可謂

是對「食碗面反碗底」的最佳演繹。

手法挨批
爭取時間

郝鐵川不評論特首人選
特首選舉引發全城熱論，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
川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時，亦被記者追問建
制派是否會派多過一人參選特首，他表示，
自己沒有什麼要說的，亦不方便評論。
至於下屆特首人選的條件，郝鐵川表示，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本月初已回應過，因此沒
有補充，「李剛副主任前一段時候已經就這
個問題說了，第一，相信香港的選舉是按照
基本法進行，第二，這個問題現在沒有甚麼
要說的，李剛主任已說了」。
李剛本月初曾說過，特首是經過民主程序

選舉，再由中央政府任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沒有補充

立會食安委會訪日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

生事務委員會應日本外務省
的邀請，昨日啟程前往日本東京，展開為期6
天的職務訪問，以了解日本在本年3月地震後
的最新情況。在訪問期間，訪問團將研究的
事項包括日本相關當局因應第一核電廠事故
所採取的食物安全措施、食物的監察及檢
測，特別是日本出口食物的輻射水平，以及
第一核電廠事故對日本食物出口商的影響。
訪問團成員包括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
員會主席張宇人及委員李華明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關注輻射

香港文匯報訊 天主教香港教區正就《校本條例》
與政府對簿公堂，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昨出席一公開論
壇時再次挑起火頭。他指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的手法是
「溫水煮蛙」，更斷章取義引用《聖經》，揚言若政府
長期「剝削」人民，民眾應「革命」反抗。有教育界
人士炮轟陳日君言論，認為校本條例是校政民主化的
體現，但教區卻拒不執行，正是反民主的表現，也反
映陳日君思路邏輯有問題。

斷章取義引用《聖經》
陳日君昨出席一個有關國民教育的研討會後稱，政

府對國民教育的態度模糊，背後可能有其他想法，他

質疑國民教育是否要無條件、毫無保留支持中央及黨
的指示，絕對服從才算是愛國，又謂政府推動國民教
育的手法是「溫水煮蛙」。

拒絕落實校政民主化
天主教香港教區就《校本條例》上訴至終審法院，

陳日君指，若再敗訴等同政府奪去辦學團體在學校的
話事權，將來推行國民教育時便不能制衡政府。他又
引述《聖經》瑪竇福音：「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
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及宗徒大事錄：「聽天主的命
應勝過聽人的命」，揚言若政府長期「剝削」人民，
民眾應「革命」反抗。

對於陳日君的「革命」言論，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
漢權表示，校本條例的精神是授權與問責，但教區卻
一直拒絕執行，「革命係要流血的，為的是推翻獨
裁，但現時執行校本條例的學校正體現了校政民主
化」，所以「陳樞機講的話十分弔詭，亦好諷刺」，他
又指教區是辦學團體，不應胡亂鼓吹革命。
教聯會主席黃均瑜亦指，各國均在推行國民教育，

這是大勢所趨，「如果說國民教育是溫水煮蛙，那麼
宗教教育也是溫水煮蛙嗎？要學生上課學習，也是溫
水煮蛙嗎？」
他認為陳日君作為宗教人物，理應集中精力於宗教

事務。

面對民主黨事先張
揚會派員參選特首，

公民黨見缺乏盟友抬轎，最終決定「拒
絕再玩」，在特別黨員大會投票通過來
年不派員參選特首，但聲言會全力支持
以「爭取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為政綱
的反對派候選人。曾參加上屆特首選
舉，並不時以落敗「特首候選人」自居
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對未能「再戰江湖」
明顯心存不滿，但嘴上就說得漂亮，聲

言今次決定不派員參選特首，是因為意
識到為港人捍衛人權自由民主等核心價
值比參加「必定冇結果」的選舉重要
云。
公民黨昨日舉行特別黨員大會，以大

比數通過不會派員參與2012行政長官選
舉，及支持以「爭取普選、廢除功能組
別」為政綱的反對派候選人兩項議案。
梁家傑再抬出「資源論」為公民黨不派
員出選特首作辯護，聲言現時香港的人

權倒退、法治勢危，民主運動前景空前
嚴峻，公民黨沒有足夠資源在捍衛香港
核心價值同時動員參選特首。他又要求
反對派盡快完成初選，以便公民黨調動
資源配合。

梁家傑07年曾說捲土重來
梁家傑又辯解指，自己雖然曾於07年

3月25日的落選演講中提到自己有意捲
土重來，但鑑於他當時競選政綱之一是
「2012雙普選」，而來年的特首選舉並非
真正普選，故他不會對自己來年未能參
選感到遺憾云。　

另外，民主黨將會於下月9日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投票決定派誰代表民主黨
參選下屆特首，坊間一般相信民主黨主
席何俊仁將會「披掛上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知難而退

公民黨乏支持不參選特首

■有街坊質疑街工在選舉期間舉行有
資助性質的活動，會否有賄選之嫌。

■梁家傑(左)對
未能「再戰江
湖」雖心存不
滿，但仍表示
未感到遺憾。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鄭治祖 攝

■田北俊稱希望唐英年早些辭職。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