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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網上組織「愛護香港力量」發起
「挺梁治港保民生大遊行」，號召支
持特區政府，支持特首梁振英施政
的巿民不再沉默，挺身而出支持

批反對派借「僭建」礙施政 多個團體響應料5,000人參加

CY，預料有5,000人參加。行動召集
人陳淨心表示，梁振英上任以來推

像梁振英般交代道歉，卻批評梁振

年，已推出了不少改善香港民生的德政，
巿民有目共睹，奈何反對派政客無所不用
其極將梁振英的僭建問題小事化大，對梁
振英惡意攻擊，使政府推行惠民政策都舉
步維艱，故此發起遊行支持梁振英施政。
她又痛斥很多反對派議員都有僭建，其身
不正，何以正人：「其實這一班議員自己
何嘗不是有僭建？當他們斥責特首的同
時，也是無視自己其身不正，雙重標準，
嚴人寬己的態度，實在可恥！」

英，行徑可恥，並指責反對派提出

只想為沉默巿民發聲

將梁振英僭建問題小事化大不斷攻
擊，窒礙政府施政，故此發起遊行
發出沉默巿民的聲音，令香港有更
多正能量，不希望社會一面倒反對
政府。她又批評多名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也有僭建，其身不正，且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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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港力量號召30日上街挺梁

鄭治祖）

出不少改善民生的德政，反對派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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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香
港力量」昨
日舉行記者
會，號召市
民於本月30
日上街，支
持梁振英施
政。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彈劾梁振英行徑荒謬，警告反對派

反對派組織「民陣」於明年1月1日發起
「倒梁」遊行，「愛護香港力量」的遊行
若繼續糾纏僭建，搞亂香港政局，
則安排在2天前舉行，陳淨心澄清，無意
只會逼使更多支持政府施政的巿民 與反對派打對台，只是想發出沉默巿民的
走上街頭發聲。
聲音，令香港有更多正能量，不希望社會
一面倒反對政府。
護香港力量昨日舉行記者會，公布
「挺梁治港保民生大遊行」的安排詳
要做實事特首非聖人
情。陳淨心表示，遊行於本月30日下午舉
被問到反對派聯署啟動彈劾梁振英的看
行，由維園出發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負
責與警方聯絡的成員預計有5,000人參加。 法，陳淨心怒斥反對派非常過分，行動荒
陳淨心表示，明天會在街頭派單張宣傳， 謬至極，她表示梁振英已就僭建多次向巿
亦會繼續聯絡各大組織社團，歡迎所有支 民道歉並且開誠布公，是一個有承擔的特
持特區政府施政，香港繁榮安定的巿民、 首，但反對派議員從未就僭建事件向巿民
團體參加遊行。記者會上還有響應遊行的 交代道歉，批評他們無恥。她續說：「我
網民，及北區蔬菜批發商協會、粉嶺潮僑 們不需要一個聖人做特首，我們要一個特
盂蘭勝會、粉嶺潮州會館、自發組織「沉 首真的幫助到香港人的民生，為我們的下
一代去謀福祉。他已經道了歉，為甚麼還
默之聲」4個團體代表在座。
會緊咬不放，窮追猛打呢？他們真是挑起
責其身不正拒絕承擔
了我們沉默一群發聲，表達我們是支持政
陳淨心表示，梁振英7月上任以來短短半 府的。」

愛

■陳淨心希望沉默巿民藉遊行挺梁治港，令香港有
更多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反對派篤數失誠信 蔡涯棉批雙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27位反對
派議員日前宣布聯署支持由社民連主席梁國雄
提出的彈劾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議案，長遠房屋
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蔡涯棉再向社會各界人士
發表公開信，指彈劾理據薄弱，更未能提出僭
建事件涉及誠信的有力指控，只是糾纏於僭建
事件一些記錯、疏忽及「捉字蝨」等的環節
上，並將其扯上誠信、虛假陳述、嚴重違法及
瀆職等字眼。而反對派在提出及聯署的彈劾事
件，更是持雙重標準去看待誠信問題。

指梁振英記錯不涉誠信
蔡涯棉指，彈劾議案中以候任特首辦的回應
失實而認為梁振英作出虛假及誤導陳述。其
實，梁振英已清楚回應，他是記錯了11、12年
前發生的事。而梁振英於去年11月已經將僭建
拆除和以磚牆密封，故僭建是處理了，所以他
回答沒有僭建是事實的表述。至於在拆除面積
較小的擴建部分及以磚牆密封時，梁振英以為
這類小型工程可自己處理，所以自行處理了。
較早前屋宇署確認磚牆工程屬於豁免工程。而
絕大部分業主在處理這些小型工程時都不知是
否要通知屋宇署。故梁振英沒有亦不知道要通
知屋宇署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彈劾議案對「我記憶中我沒說過我沒有僭
建」的說法，蔡涯棉就指，任何有觀看2012年12
月10日在立法會舉行的答問大會的市民，都清
楚聽到梁振英表明所說「我記憶中我沒說過我
沒有僭建」是回應一位立法會議員的問題而作
答的。但反對派在彈劾議案則有斷章取義之
嫌，用以指控梁振英作出虛假及/或誤導陳述。

彈劾文件竟亦寫錯日期
蔡涯棉批評，反對派以「待自己人寬大，律
梁振英嚴苛」的雙重標準看待誠信問題，指出
彈劾文件中有6處提及立法會答問大會的日期都

出錯，將2012年12月10日錯誤寫為2012年12月9
日，直言彈劾議案文件是經多名資深法律界人
士撰寫，27位反對派議員閱讀後同意才聯署
的，差不多30人都記錯、搞錯，而且距離12月
10日只是10天就記錯、搞錯，可以說是一個不
小的疏忽和錯誤，但是否涉及誠信，他認為記
錯、搞錯只是疏忽，最多也是嚴重疏忽，並不
涉誠信。質疑反對派記錯10日前的重要日期，
但梁振英記錯11、12年前花棚事件就涉誠信，
是持雙重標準。
他續指，反對派主辦的「七一」遊行人數有
數十萬的差異，遊行人數有否報大數，被蓄意
誇大及誤導傳媒及市民，反對派議員有否調查
及有否了解事件是否涉及誠信，近幾年來，主
辦機構公佈的遊行人數與警方及學術團體公佈
的有很大差異，令人難以判斷遊行所得到的支
持有多大，政府、傳媒及社會應如何考慮和回
應。他以2012年7月1日的遊行為例，反對派團
體公佈40萬的遊行人數，但警方公佈的數字只
有63,000人，而港大民意計劃公佈的數字也只有
98,000人至112,000人，兩者與主辦團體所公佈
的數字有驚人差距。直言若反對派議員重視事
實，重視誠信，是否應就2012年7月1日的遊行
人數作出了解，作出調查，檢視事件中有否人
為錯誤，有否蓄意「報大數」及誤導，有否涉
及誠信問題。蔡涯棉質疑，反對派議員在梁振
英僭建事件和2012年7月1日遊行的巨大人數差
異的處理是否都公允對待，是否以同一標準看
待誠信問題。

放縱長毛拉布難以服人
蔡涯棉指，在長者生活津貼上，梁國雄在財
委會拉布一個多月，拖慢了財委會審批民生經
濟的工作，他的做法受到不少市民的質疑，但
反對派議員並不認為梁國雄不稱職，反而認為
梁振英瀆職，實難以令人信服。

鄭經翰DBC股份欲全售黃楚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為股東
糾紛而停播1個多月的DBC數碼廣播，其
糾紛有望解決。據悉，DBC創辦人鄭經翰
已準備將股權全數售予與他意見相左的股
東黃楚標，但暫時未知何時復播。
鄭經翰早前入稟法院，要求頒令意見分
歧的股東，互相競價買入對方的股份。據

稱，黃楚標在前日出價收購鄭經翰、何
國輝和夏佳理的股權，並準備於本月底
簽署正式買賣合約。但鄭經翰拒絕透露
具體收購價，強調絕對不接受任何封咪
的條件。他又指，黃楚標承諾會復聘數
碼廣播員工，而他則會轉為發展互聯網
廣播事務。

郵輪公司增港星線吸內地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啟德郵輪
碼頭首個泊位及客運大樓，會在明年落
成，有郵輪公司宣布將開設亞洲航線，來
往香港至新加坡的航程，途徑泰國及越南
等地。郵輪公司香港區代表表示，亞洲市
場的發展潛力非常大，在亞洲除了新加坡
和上海，本港也是重要港口之一，選擇香
港作為其中1個停泊點，希望可以吸納內
地旅客，而香港的旅遊配套、經濟發展
等，在亞洲也是首屈一指。他表示，公司
旗下的 「水手號」郵輪，明年6月將成為

第一艘停泊在啟德的郵輪。
旅遊事務專員容偉雄表示，啟德郵輪碼
頭首個泊位可以容納世界最大郵輪，大大
提升香港接待郵輪的能力，而郵輪公司開
設亞洲航線，顯示對亞洲市場有信心，並
表示啟德郵輪碼頭，可以容納世界上最大
的郵輪，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郵輪樞紐的地
位。
他續指，旅遊發展局會加強推廣郵輪旅
遊，鼓勵郵輪公司把香港納入航程，使香
港成為區內必到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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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涯棉批評反對派糾纏於僭建事件一些記錯、疏忽及
「捉字蝨」等的環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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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疑點
疑問一：為何反對派議員在理據薄弱，未能證明僭建事件
有誠信問題下提出彈劾，令政府的管治和施政受
到影響？
疑問二：為何反對派議員可記錯相距10天的立法會答問大
會日期，但就不容許及不原諒梁振英記錯11、12
年前的事？
疑問三：為何反對派議員持雙重標準去看待僭建事件和
「七一」遊行事件的巨大人數差異的誠信問題？
疑問四：為何反對派議員認為梁國雄議員拉布是稱職而梁
振英僭建事件是瀆職？
疑問五：為何27位反對派議員罕有齊心聯署，是純粹因誠
信問題，還是要藉此事與政府及建制派對決，若
是這樣會否對整體社會帶來重大損害？

吳克儉：李惠利校地用途待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浸會大學向政府爭取多年，希望把
毗鄰該校的前李惠利專業教育學院校舍用地發展成學生宿舍及中醫
教學醫院，但規劃署日前向城規會建議用地「斬件」，當中一半申
請改為住宅用途，引起浸大校方及師生反響。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指，政府及教資會會按公平機制，考慮大學對額外教育空間及宿舍
需求，以作整體規劃及支持。而有關李惠利校舍用地規劃討論已開
始，當局需就浸大實際需要釐定。他又表示，香港土地資源珍貴，
教育、住宅等各方面均需作平衡計劃。

強調考慮浸大實際需要
吳克儉昨日表示，按他理解，城規會將繼續就前李惠利校舍用地
用途再作討論。而教育局則會按浸大對教學空間及宿舍的實際需要
進行規劃，保留合適大小土地供應並發展，規劃討論已開始。他強
調，教育局及教資會有一貫政策，考慮大學實際需要，以處理其對
用地的需求。而對浸大校園擴建計劃，政府也一直支持。
另早前有報道指，政府有意考慮收回供私立大學發展的前皇后山
軍營等用地，轉作住宅用途。吳克儉稱，有關說法屬揣測性問題，
他無意回應。不過他強調，政府及教育局就自資專上教育等方面的
整體規劃已有既定政策，有關政策從沒有任何改變，相關工作如常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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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任內首度訪
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正式結束為期
3日行程返港。行程結束前，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與梁振英特別在下榻的釣魚台國賓館
召開早餐工作會議，互相就香港今明兩年的經
濟、民生、政治，以及中央對特區政府的工作
期許作深入交流。據悉，會議歷時一個多小
時，至約10時結束，出席的包括多名港澳辦領
導。

林煥光：特首獲肯定是好開始
另外，對梁振英的述職之行，行政會議召集
人林煥光指出，國家主席胡錦濤及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都肯定特區政府解決民生問題，亦是對
梁振英的肯定，這是好的開始。他又說，特區
政府需要時間落實4大民生政策，包括扶貧、
安老、住屋及環境，這些都是重中之重的政
策，但要落實，需要有增長的經濟環境。他並
相信，梁振英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會就有關
政策作詳細交代。
林煥光又指，新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對香港
有相當的認識，包括涉及對落實回歸的事務，
他本人亦認識張曉明。

嫻姐憂「長津」資審分化長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度因反對派拉布而表
決無期的長者生活津貼早前戲劇性獲立法會通過，一直要
求政府取消資產審查的工聯會榮譽會長、立法會議員陳婉
嫻昨日在電台節目中，再次批評政府在處理長者生活津貼
上「一反常態」，在「歪理」下仍寸步不讓，將本來可透
過生果金或綜援制度幫助長者的政策，變得不知所謂，事
件更將長者分成兩批對立，令她感到「不舒服」，擔憂政
府漠視社會與議會意見，破壞兩者關係。
陳婉嫻又指，在觀看一電視節目訪問後，覺得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就雙非釋法問題上態度強硬，冀當局要詳細向港
人解釋，勿以為港人對雙非問題不滿，就要強硬處事：「任
何事就算多市民支持，但不能好粗(疏)解釋複雜法律問題。」
就她早前作出建議將大磡村舊址發展成創意電影工業
園，陳婉嫻於節目中強調，電影業關聯的產業有不少，亦
未必用來拍片，工業園同樣可以用作培訓用途，讓青年有
更多機會，尤其部分於創意上有才能的人士未必能在正規
教育中尋找職業路向，故她認為，自己的建議同時可解決
年輕人就業、創業的問題。

劉慧卿搶位 賴新人唔願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失
利後，曾聲稱會進行黨內改革，讓更多新人「上位」，擔
任領導層，但提名截止前一刻才報名角逐主席的「老人」
劉慧卿，卻以149票擊敗原副主席單仲偕，以及「乳鴿」
區諾軒的14票，順利當選主席。劉慧卿昨出席電台節目
時，辯稱民主黨立會選舉後希望年輕面孔上位，但又說：
「（暫時）新面孔未必咁想去做」，又連聲否認「有（新）
人想做唔畀做」；更聲言民主黨內有聲音希望當主席者是
立法會議員，不認同報道指是「黨內大佬發功」，亦否認
處心積慮。
劉慧卿在節目上，自誇多年來處事認真，故在選舉中令
黨友「受落」，而參選主席以來不斷親自致電黨內選民，
積極拉票。談到民主黨未來路向，劉慧卿承認前路艱難，
但不想任何人有印象是前主席何俊仁領導一敗塗地，期望
團結到民主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