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Y信市民眼雪亮：
無被法官質疑誠信

嘉賓主持「薪高糧準」 早有人「看不過眼」
自明就此問過官場老友，老友嘆謂反對派「太敏

感」，皆因港台內部的公務員與嘉賓主持之間的心結已

非短期之事，更屬行內的「公開秘密」，公務員跟 經

濟周期，減薪有份，加薪亦需按機制而來，若是合約

員工，則飯碗更加「不穩陣」，薪水亦未見高，惟是嘉

賓主持，借「明星效應」坐收「薪高糧準」，早教一眾

公務員及合約員工「看不過眼」：「你說眼紅又好，

不服氣也好，好多公務員暗地裡都好唔妥周融及吳志

森等。」

政壇風聲就指，早於去年港台已有一批中層公務員

「背地發功」，要求進行節目改革，勢要「踢走」嘉賓主

持，並借機向周融及吳志森開刀「施以下馬威」。政界

老友指：「有人直情出到聲話周融和吳志森做到的，

他們也做到，完全沒有必要用高價聘請『外來蜢』，而

應重用『港台薑』」。由此看來「換將風波」不過是源自

港台的「人民內部矛盾」，與政治考量毫無關係。

聽眾批吳志森偏頗 要求「換將」聲不絕
老友說：「你估政府蠢 咩？明知廣播處處長鄧忍

光凳仔都未坐暖，點會咁大動作惹火燒身？好明顯這

個決定係得到港台員工內部支持啦！」港台亦流傳，

今次是有人借不少聽眾批評吳志森主持節目偏頗為

由，打正「換將」旗號，要求港台

高層「做 」：「由中下層提出集體改

革訴求，要求上層付諸實行。今番港台換將正是由下

而上的改革呼聲導致的最終結果。」

不過，「換將事件」雖毫無政治性可言，反對派依

舊以為「執到寶」，政界老友笑謂，公民黨、民主黨，

乃至人民力量，及社民連陣地「民間電台」等紛紛出

動，大肆批評「換將」是扼殺「港台言論自由」，用詞

稍為激烈的更形容得好像「港台末日」般，更陰謀論

地指被「叮走」的兩人「一批判一保守」是狡滑的做

法云，更教人啼笑皆非：「有趣的是，平日對反對派

『撐港台』言論大報特報的港台，今次就顯得輕描淡

寫，只作有此一事的處理，可見港台內部亦不想事件

炒作成政治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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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過後，政壇稍靜，忽然傳來香港電台烽煙節目「換將」，時事節目嘉賓主持吳志森及

周融都不獲續約，頓時又令一眾反對派「頭面人物」如獲至寶，以為「執到枝好籤」，可以

大做政治文章。不過，有政界老友就笑言，反對派再度空群而出，聲言要「捍衛言論自

由」、「多元聲音」，偏偏得不到素來一聽「自由號召」即「聞歌起舞」的港台員工的「響

應」，亦不見甚麼「黑衣行動」、「示威抗議」，就知這次反對派「反應過敏」，港台換將根本

只是一場「人民內部矛盾」演化而出的結果，充其量只算「茶杯裡的風波」，恐怕與政治

「大纜扯唔埋」。

港台烽煙「換將」「茶杯裡的風波」

■責任編輯：謝孟宜

反對派經常聲言
建制派候選人勝出

選舉只是贏在資源多，但事實上他
們當中亦有不少「大花筒」，其中

「公民黨之友」成員的荃灣梨木樹東
選區落選人周慧兒，更於今屆區選
中「豪花」逾5萬元，幾乎用盡選舉
開支上限的5萬3千8百元，是目前已
申報選舉開支的候選人中最高的一
位。不過，周慧兒的敗選亦再一次
證明「有錢不一定使得鬼推磨」，候
選人在地區有多少支持度還是要靠
自己的實幹和真心服務。

周慧兒可能十分重視文宣工作，
她將大部分開支都用於印製不同類
型的宣傳單張，單是印製選舉廣告
已花了4萬6千多元，還用了逾3萬3千
張A4尺寸的紙張，相當於斬了兩棵

大樹，相信一向標榜環保的公民黨
亦會對這位「友好」如此缺乏環保
意識好有意見。

荃灣選區似乎特別多「大豪客」，
除周慧兒外，成功連任海濱選區的
鄒秉恬此次區選也用了逾4.7萬元。
其中最值得欣賞的是，鄒秉恬可算
是位好老闆，為他的區選總選舉統
籌提供了1.8萬元的薪酬，比起其他
候選人多是按工作量計算助理於選
舉中的開支薪酬，要大方許多。

數到最認真選舉申報的候選人，
南區的黃靈新相信榜上有名。雖然
他是自動當選，但在填報開支申報
時，連沒有涉及任何開支的新聞報
道亦有向選管會申報，對選舉申報
相當認真。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公民黨之友區選開支超豪仍敗

■梁振英在
論壇上籲香
港善用河套
區發展高端
科技產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新聞自由一向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觀之
一，不過許多特區政府官員對傳媒可說是

「又愛又恨」。特首曾蔭權(見圖)昨日出席「中大新聞獎」頒
獎禮時亦流露出同樣的感慨，坦言自己每朝吃早餐時會看6
份報紙，但「通常我都會看到『心跳加速』」。不過，他時
刻緊記要「維護新聞自由」，並希望自己在明年卸任後，可
以一嘗「freedom from the press」的日子，尤其是要盡量避
免在離任後，對政府施政作太多評論，讓下一屆特首有更
大空間。

曾蔭權在致辭時強調，一直以來，自己都不斷宣揚「自
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我所說的自由，除了資金
和人才進出的自由之外，亦包括新聞和資訊的自由流通。」
他和他的整個問責團隊都十分 重輿論對特區政府的監
督，「我和3司12局的同事，星期一至五每朝9點，都會在
特首辦的會議室商議當天的事務，及討論相關的重點新
聞」。

「有同事說我是中了『新聞毒』」
他並分享自己每天看新聞報道時的一個「公開秘密」，笑

說自己吃早餐時看報紙經常會看到「心跳加速」，要到教堂
冷靜一下。他亦會訂閱部分報章和雜誌的網上版，即使在
外訪的時候，一有時間都會慣性地上網閱讀、收聽、收看
香港的即時新聞。現在他亦經常iPad不離手，希望可以隨時
隨地接收即時的新聞信息，「有些同事甚至說我是中了

『新聞毒』」。
曾蔭權又特別提自己在沙角 家訪的報道，指有電視台

當時報道指住在附近的83歲獨居長者投訴沒有得到政府幫
助，剛剛交了500多元的煤氣費，負擔很重。但他事後發
現，有關長者交的煤氣費是累積了1年的欠款，指有關電視
台主播不問因由，就可能誤導了不少觀眾。

他又笑言有報道指某電視台的英超台收費問題3日收9萬查詢，不解
有甚麼客戶服務系統可以在1日之內平均處理3萬宗查詢，「假如真有
這樣的超級系統，政府部門也應該借鏡學習」。

不過，曾蔭權強調，自己對傳媒報道偶有出錯及誤解事實的問題作
出提醒，是本 「愛之深」的心情，希望新聞從業員精益求精，減少
新聞報道在基本事實方面出現問題 的機會，做好把關人的角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特首選戰開打在即，各類針對參選者的

流言傳聞滿天飛。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引述

近日報道聲稱，新屆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在2002年一宗官司中

曾被法官質疑誠信有問題。梁振英在一公開活動後強調，法官

在判詞中從沒有指他誠信有問題，指類似的不實傳聞已對他造

成很大困擾，但深信市民眼睛雪亮，又強調特首選舉應為君子

之爭，他不會抹黑別人，也不希望成為被「搞黑

材料」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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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立法會(及其前身立法局)
是一個莊嚴的議事場合，受邀作答問
的官員或專家獲基本的尊重，當時台
灣式議會暴力的震撼場面在香港議會
更是絕無僅有。

自從社民連成立，並迅速贏得三個
立法會地區議席後，為香港的議會史

揭開醜陋的一頁，這醜陋的一頁，把台灣的暴力議
會文化接枝到香港立法會，卻是「丟人」的，三位
議員把香蕉、雞蛋等食材擲向出席的行政長官或其

他官員，有侮辱官員之嫌亦不合衛生；把T恤「大力
拋向」警務處曾處長，有辱斯文之餘，孩童看到更
會仿效此等無禮舉動；紙飛機橫飛，不合議會場
合，更不符議員身份。

我們不能任由議會暴力滋長，不能坐視不理，皆
因這股歪風已在社會蔓延，荼毒下一代。抬紙棺材
和撒溪錢的伎倆已不再是長毛的獨門秘笈；投擲的
食材已不局限「乾貨」，穢物武器已「進化」了，其
中包括粟米石斑飯，真是匪夷所思；從無組織烏合
之眾的單打獨鬥，演變成有策劃的「搶咪革命」和

街抗爭；示威的場所由舊政府總部和中央駐港辦
事處以至私人機構，而現在不同地方都會見到他們
支持者的身影，其中包括大街上、交易廣場外、城
市論壇等，暴力抗爭的歪風正在擴展，似乎鎂光燈
特別容易捕捉到街頭抗爭青年的注意力，他們甘願
作綠葉，凡是有機會出位的地方都不會錯過，目標
只有一個—標奇立異。

筆者不是認為沒有反對聲音對社會的發展必然是
最好的，但最基本的是在公眾場合對他人的尊重，
須知公共空間並不止是表達訴求的人士獨享，有時
聲浪太大、又或是行為太過激進，教壞細路之餘，
也難免嚇壞人。還記得曾有小朋友在集會清場時意
外被誤中副車，有公民黨成員卻要求先讓傳媒拍攝
才肯讓孩童沖洗眼睛，證明了部分暴力抗爭的確會

蠶蝕人性良知和麻痺其善惡是非的分辨能力。連本
地及海外媒體也不時報道香港成了「示威港」， 街
推鐵馬屬等閒事，辱罵官員是基本動作，橫額口號
大聲公是最低消費，最吃不消的是滋事分子混入示
威人群搗亂，與在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推撞，癱瘓
交通，與全港市民為敵。

為反對而反對，用拳頭講拳頭，這一套已落伍，
並不適合香港知識型社會。隨 立法會進駐新立法
會大樓，議會的秩序的確有需要重塑，至少不要粗
鄙字眼及香蕉亂飛，議事時不要再報以喧嘩胡鬧，
還我們一個莊嚴寧靜的議會。暴力政黨要不進化為
理性務實且照顧民生的議政團體，要不將會被淘汰
或再面臨裂變，與亂民禍港的訟棍黨關係繼續曖
昧，只會招來全城唾棄。

暴力激進路線在香港沒有市場 朱家健
青年與政策局官員交流發起人

扶持來者

高調開記者會 鐵頭仁政治抽水　
據《東周刊》報道，華懋集團與特區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就如心廣場的高

度有爭拗並對簿公堂，最終華懋被判敗訴，原因是「法官質疑任證人梁振
英的供詞前後矛盾」。何俊仁日前就據此高調舉行記者會，聲言梁振英是在
當年任預委會「副主任」時，向同樣在北京開會的規劃環境地政司梁寶榮
施壓作「越軌要求」，並質疑他「有誠信問題」。

梁振英昨日在公開活動後批評何俊仁的說法「不全面也不準確」，指1996
年自己是預委會小組組長，而非何所指的「副主任」，又指自己當時只在北
京碰見梁寶榮，並非在「開會」期間，亦未有與對方談及是次官司，梁寶
榮也從未表示過曾被施壓。

他續說，不能因為這宗民事訴訟敗訴，質疑作證的專業人士誠信有問
題，而法官在判詞中亦從沒有指他誠信有問題，「法官在判詞中說得很清
楚，兩位梁先生，即梁寶榮及我本人，對數年前發生的事的回憶，正如絕
大部分所有證人一樣，有不同的回憶是完全正常的事。」

梁振英並指，事發於15年前，案件亦於9年前審結，他不明白為何直至他
宣布參選後才有人提出質疑，而他在得悉報道後已花了大量時間翻查記
錄，同時把整件案件所有判詞的網址連結向傳媒公開，他相信市民及選委
的眼睛是雪亮的。

家中無玻璃魚缸 竟有傳聞指控
他並坦言，自從自己宣布備選後，社會上流傳不少關於他的傳聞，涉及

家庭及公司狀況，甚至有周刊專欄指他曾對到其花園「洗魚缸」的工作人
員「黑口黑面」，「我從來沒有玻璃魚缸，亦不會請人來我家洗魚缸」，並強
調任何人提出指控性說法前，應先搞清楚事實，「我希望這場選舉是君子
之爭，大家比較理念、政綱及能力，這是我今天最大最大的執 。」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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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將於本月11日舉
行，各個仍需投票的界別候選人陸續出席活

動拉票。隸屬香港專上教育政策評議會和高教界民主行動的
候選人昨日出席一個網上電台的選舉論壇，各自表述政綱，
並就高教界議題辯論。

OurTV昨晚為選舉委員會高教界舉辦選舉論壇，有兩張參
選名單的代表出席。教評會7名候選人有4人出席，由24名反
對派中人組成的高教界民主行動則只有張楚勇「單刀赴
會」。

香港專上教育政策評議會的何濼生表示，非常不滿高教界
現時爭名逐利，追求院校排名而犧牲教育使命的文化，強調
大學是社會縮影：「高教界內沒有高度問責，如何要求政府
有高度問責呢？」

高教界民主行動名單成員張楚勇在論壇上不斷聲言要爭取
「真正普選」，揚言「社會要民主，大學的管治才能隨之而民
主」。何濼生強調，教評會認同民主理念，但相比之下較
重提出高教界議題，因為在大學管治文化中，問責性是最重
要的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高教界選委候選人述政綱

「雙英」先後正式宣布參選行政長官選舉，支持者陸續
「浮面」。同為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的胡曉明及容

永祺則各有「心頭好」。「挺唐」的容永祺形容，新任特首的智慧及其班底
同樣重要」，缺一不可，並形容唐英年是有心愛護及服務香港市民。

專資會正計劃在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結束後，邀請「雙英」出席論壇與
業界會面。容永祺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力撐唐英年做事有智慧，且有心愛
護及服務香港市民，並期望他能推行適當政策協助中下層，並寄語各個陣
營不要以不公平的形容詞表態支持。　

胡曉明則直指，近期有法官質疑梁振英誠信的報道是「咸豐舊聞」，坦言
自己與他共事多年無發覺他誠信出問題，反指社會人云亦云的趨勢相當危
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各抒己見

各有心水

香港創新科技產業一直被指未成氣候，
新屆行政長官參選人梁振英在探討香港科

技發展的論壇上表示，香港可善用由沙頭角到后海灣約28平
方公里的邊境河套區，發展成高端科技產業及人才庫，並實
施內地居民免簽證到此區的政策，方便居於內地的研究人才
參與香港科研發展，而科研成果則受香港版權制度保障。

梁振英昨日應香港科技大學邀請出席「科技：香港的創
新．未來」論壇活動。他表示，香港有些人認為香港地方
小，難以發展科研，但他認為香港雖然奉行「一國兩制」，
但並非孤島，港人花45分鐘已能直達內地重點發展的深圳，
香港必須把握鄰近內地的發展機遇。

他又承認，政府及私人機構過往在投放科研發展不足，相
關資源還要分配到社會科學及公共政策等研究，強調今後要
把「官產研學」配合起來，即從政府政策、業界投入、學術
研究及學校支援等方面，全面地促進香港創新及科研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梁籲善用河套區 推港科研發展
事在人為

容永祺「挺唐」
胡曉明「撐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