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噓遊行人數13萬遭質疑

民陣召集人孔令瑜早前接受電台訪問時，與反對

派元旦示威期間癱瘓中環的示威者「劃清界線」，

但言猶在耳，民陣副召集人韋少力昨日卻在香港電

台節目《左右紅藍綠》中聲言，他們支持透過任何

方式去尋求「社會公義」，包括音樂、罷交稅及堵

路等，又吹噓反對派的元旦遊行有13萬人參加，斥

有人組織「挺梁」遊行打對台是「無恥」。其後民

陣又在聲明中聲言尊重不同團體的抗爭模式，更號

召反對派支持者趁明日反對派在立法會上提出彈劾

特首梁振英議案時「包圍立法會」。

譚耀宗：人數常「發水」誠信有問題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
「民陣」在元旦遊行時，誇大參與人數，不獲得市
民信服外，誠信亦有問題，但民陣過去時常「發
水」，大家都很清楚。他並指，自從特首梁振英上
台第一天，反對派已經想盡不同方法要他落台，
「大家都明白的，但不要把這個聲音無限擴大，變

為代表全港市民意見，有不同意見是很正常，亦支
持他們表達出來，但亦須尊重其他人的意見，以及
不能破壞社會秩序，和影響他人的自由」。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認為，民陣已經走火入

魔，忠告「民陣」負責人「時常大喊狼來了，最後
不被人信服」。他批評，民陣言論內容實在誇張，
希望反對派人士能夠對社會有責任感，提出一些具
建設性的建議，搞好社會，不要虛張聲勢。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稱，要推行一些利民政

策，是講道理，而非講人多、鬥大聲。

簡松年質疑不公義行為爭公義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簡松年表示，香港是自由之
都，他認同示威權不能禁制，但示威要以和平及不
妨礙他人為前提，既然示威者表示要爭取公義的
話，就不要做出不公義的行為。對於民陣呼籲要
「罷交10元稅」，簡松年指行為有違公民責任，他又
認為少交稅，最終令政府要花額外人力及行政開
支，這類以不公義爭取公義的表達訴求方式可能有
反效果。

王紹爾批破壞社會穩定

時事評論員王紹爾亦批評民陣做法並不理性，破
壞香港社會穩定和諧，又以非法行為衝擊法治。他
直言這類行為有如「野蠻流氓」，希望社會上沉默
的大多數聲音出來反對此等擾亂社會的行為。王紹
爾質疑，民陣副召集人呼籲市民少交稅、罷交稅，
會否觸犯法例，並指作為公共大氣電波的港台是否
借他人之口表達本身立場，質疑容許韋少力在節目
上煽動市民「倒梁」、罷交稅及圍堵立法會，有違
作為公共廣播機構及政府部門持平原則。他希望香
港電台可以公開交代其節目的做法，又說擔心港台
「比《蘋果日報》更《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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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竟提供大氣電波讓「民陣」宣傳
港台昨日邀請「民陣」副召集人韋少力上《左右紅藍

綠》節目，不僅令整個節目儼然成為了「民陣」倒梁的

宣傳平台，更為惡劣的是，她竟然呼籲市民參與「保衛

香港自由聯盟」的所謂「不交10元稅行動」，在明年繳

交2012年至2013年度預繳稅時扣起10元，以表示對政府

的抗議。她還表示以不交稅、堵路等違法行徑去表達訴

求都是合理的，是不同時期採用的不同手段，並期望市

民認同這些手段云云。這個所謂「不交10元稅行動」最

先由理大退休教授何芝君及教協理事韓連山等組成的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提出，但社會反應冷淡。現時

「民陣」副召集人韋少力卻借用港台的大氣電波公然作

宣傳，在性質上相當嚴重，等於以公營電台去呼籲市民

不交稅，鼓吹市民堵塞交通，衝擊法治。港台竟然原原

本本地播放出街，不僅僅是失職，甚至有協助犯罪之

嫌。

鼓吹不交稅有教唆犯法之嫌

交稅既是市民應盡的公民責任，也是政府推行各種社

會福利的重要資源。「民陣」之流叫囂市民不交稅，與

社會利益相違。而且，拖欠稅款違反稅務條例，須承擔

刑事後果，若市民沒有準時交稅，先會被加徵5%附加

費，再拖欠會再加徵10%，稅務局有權凍結欠稅人的銀

行戶口，更有權以民事起訴追討、禁欠稅人離港等。如

果市民真的聽從「民陣」呼籲不交稅，隨時會惹上官

非，承擔法律後果。

反對派指市民少交10元稅，稅局要追收的行政成本遠

高於此數，所以市民不必擔心會被追究云云。這種說法

極不負責任，如果稅局沒有嚴肅追究不交稅刑責，將造

成極壞先例，導致大量逃稅漏稅的情況出現，影響庫房

收入；但如果稅局依法追究，不少誤信反對派的市民亦

會因此跌入法網，輕則損失金錢，重則前途盡毀。不論

出現哪一個情況，都並非社會所樂見，「民陣」鼓吹不

交稅居心險惡，更是公然教唆犯罪，可能已觸犯了「刑

事訴訟程序條例」第八十九條中「任何人協助、教唆、

慫使或促致另一人犯任何罪行，即屬就同一罪行有

罪」。現時人證物證俱在，執法當局理應查看有關節

目，追究鼓吹者的刑責，以正視聽，而港台更應檢討事

件，調查何以一個有犯法之嫌的節目竟然可以出街，當

中是否出現什麼問題，港台都必須向社會交待。

港台協助犯法宣傳罪加一等

「民陣」還在港台節目上為激進衝擊法治的行徑張

目。一小撮人在元旦日遊行後佔據多條行車線導致中環

交通大癱瘓，社會各界予以強烈譴責，警方亦依法對其

進行拘捕。本港社會一向崇尚理性非暴力，儘管對政府

有不同意見，但都不認同以激烈、違法、暴力的手段去

表達訴求。然而，「民陣」卻認同激烈衝擊，甚至指

「堵路」都是可接受的方法，這明顯與主流民意相違，

也與社會利益相違，自絕於市民。日前「民陣」召集人

孔令瑜就質疑，佔據馬路的人

應公開解釋清楚行動的原因及目

的，否則難以令人理解。民主黨主席

劉慧卿也指，香港的遊行示威一向和平理性非暴力，不

希望傳統被破壞，因此不贊成阻塞馬路。奇怪的是，現

時「民陣」副召集人又表示這種做法應該鼓勵，究竟是

「民陣」的立場改變了，愈發向激進靠攏，還是兩個召

集人在打對台，甚或是「民陣」玩兩面三刀，因民意反

彈就表示不贊同，骨子裡卻是另有打算。同時，港台邀

請立場激進的人士及組織出席節目，是否在為激進抗爭

造勢，這都是社會所關注的問題。

在事件中，「民陣」鼓吹犯法、鼓吹激進抗爭固然應

受批評，而作為公營電台的港台，竟然為其提供大氣電

波宣傳，更是罪加一等。港台是由公帑營運的公營電

台，製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節目製作人員守則》，保

障節目「必須以公正不偏的態度處理」，否則等於以公

帑資助部分政治勢力，不符合社會利益。港台過去節目

如《頭條新聞》、《議事論事》等已屢被批評為政治立

場偏頗，公器私用，現在，《左右紅藍綠》節目更變本

加厲讓「民陣」公然教唆市民犯法，宣傳包圍立法會，

威嚇議員，更是不可容忍。其中節目監製謝志峰應承擔

責任。港台高層應嚴格落實公正不偏的節目方針，對於

一些過火的節目更要嚴格把關，絕不能讓港台淪為反對

派的反政府喉舌，更不能讓港台成為鼓吹違法犯罪、衝

擊法治的平台。

「民陣」副召集人韋少力昨日在港台節目上公然呼籲市民以不交稅、堵路等違法行徑去表達

訴求，向政府施壓，不但違反稅務條例，令參與者隨時惹上官非，更是公然教唆犯罪，有觸犯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之嫌，性質極為嚴重。港台作為公營電台，不但邀請「民陣」人士在節

目上自我宣傳，鼓吹激烈抗爭，更任由其在節目上公然教唆犯法而沒有阻止，事後甚至將節目

原汁原味播出街，不僅違反了港台中正不偏的節目守則，甚至有協助犯罪之嫌。執法當局理應

查看有關節目，追究鼓吹者的刑責，以正視聽。港台更應檢討事件，調查何以一個有犯法之嫌

的節目竟然可以出街，當中是否出現甚麼問題，港台都必須向社會交待。港台管理層有責任防

止港台成為鼓吹違法犯罪、衝擊法治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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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闡述
未來施政重5問題

反對派明啟彈劾 多黨團批濫用基本法

民陣煽動罷交稅
港台鼓吹犯法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早前在元旦遊行期間堵塞中環，擾亂公眾秩序，

令香港市民不滿，惟「民陣」昨日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竟稱，「希望市民明白所有的

抗爭方式都會對公眾造成影響」，並預告會再有更多「新動作」，聲言會與「保衛香港自

由聯盟」合作推動罷交10元稅不合作運動，又指是因為梁振英對倒梁聲音「置若罔聞」，

逼使他們要用更多方式向政府施壓云。多名社會人士及議員批評民陣做法毫不理性，破

壞社會穩定，又批評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竟讓民陣公開宣示其違法的主張，有

協助犯罪之嫌。

■立法會議員與東華三院、保良局、樂善堂、博愛醫院、仁

濟醫院及仁愛堂等6間慈善機構的新一屆董事局成員舉行茶

敘。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慈

善

茶

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昨晚在出席香港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周年晚宴時表
示，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半年來已經取得不小成果，未來
將 重解決經濟發展、貧困、老齡化、房屋和環保等5個
方面的問題。
梁振英說，新政府施政6個多月裡始終急民所急，推出

長者津貼、港人港地等政策，回應廣大市民的需求。展望
未來，施政重點將是經濟發展，以高速發展帶動解決香港
長期積累的社會民生問題，包括貧困、老齡化、房屋、環
保。
他特別指出，政府對房屋問題的認識十分清楚，明白是

土地供應不足導致樓房供應不足，從而造成現下市民買樓
難。因此，自從上任以來幾乎每天都在和與土地有關的部
門開會，討論對現有閒置土地的規劃方案，力求在保育和
發展之間求得平衡。

唐梁磚牆封僭建
屋署：皆不可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討

論特首梁振英及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大宅僭建問題。特首辦昨
日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梁振英委託的認可人士會繼續配合屋
宇署，完成處理山頂物業有問題的構建物。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昨日在發展事務委員會上，藉 梁振英大宅

和唐英年大宅兩個情況不同的僭建個案作比較，不斷質疑屋宇署
官員在處理兩個個案時是選擇性執法。新民主同盟成員范國威，
及民主黨議員胡志偉聲稱此舉是「雙重標準」。

處理兩個案 絕無雙重標準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和屋宇署署長區載佳在會上反駁指，兩個個

案都是依照處理其他僭建物一樣的程序和執法政策處理，「對於
每個個案，屋宇署都是不偏不倚地進行適當行動，不會因屋主身
份而作特別安排」。區載佳強調，署方在處理該兩宗個案時，絕
對沒有雙重標準，坦言只有在有實質資料看到有法定責任人士參
與僭建，才會進行刑事調查。
區載佳續說，在唐英年大宅個案中，當時有傳媒報道顯示，有

關僭建可能有法定責任的註冊人士參與其中，也有大宅的工程照
片看到當中與批准圖則不符，因此進行調查，而梁振英大宅的個
案中則看不到有這樣的情況，「如果沒有資料顯示仍做調查，是
擾民和浪費公帑」。他並透露，有關唐英年大宅僭建的現場調查
已經完成，待整個調查完成後，會提交報告予律政司，研究是否
有足夠證據作出檢控。

需令空間封密或難以使用
他又指，無論是梁振英以磚牆封住其大宅地下僭建空間，或唐

英年申請以磚牆封住其大宅僭建地庫入口，都不是署方可接受的
補救方案，「純粹用磚牆封了僭建空間入口不是可接受的補救方
法。署方接受的補救工程，需要令到僭建空間要封密或難以使
用，包括回填，或在內部做一些支架，令裡面空間再無法使
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社民連主席長毛梁
國雄於議事堂上一向出言
不遜，多次因辱罵官員而
被逐。他昨日在發展事務
委員會上又故伎重施，肆
意辱罵與會官員，先後指
罵屋宇署署長區載佳和發
展局局長陳茂波為「狗
官」。陳茂波多番向委員會
主席提出抗議，批評梁國
雄的講法是冒犯性語言，
不可以接受，「我只是聽
到一些不知所謂的指控」。
梁國雄昨日於會上甫一發

言，已對 區載佳說「你咁
蠢呀」。陳茂波聞言後即向
委員會主席抗議，強調「梁
國雄話區署長蠢，係冒
犯」。主席曾要求梁國雄收
回，但被拒絕。梁國雄又轉
而攻擊陳茂波，稱「你都係
蠢」。陳茂波即要求委員會
在會議紀錄中記下，梁國雄
在其他議員發言時，辱罵區
載佳是「狗官」，屬冒犯性
語言，不可以接受。而梁國
雄則轉而辱罵陳茂波為「狗
官」，而委員會主席最終以
發言時間結束為由，終止梁
國雄的發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將於明日立法
會會議上提出彈劾動議，要求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特首
梁振英的大宅僭建事件。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新
民黨及「早餐派」昨日表明，不會支持彈劾動議，坦言
政治爭拗已令香港市民深感厭倦，更批評反對派此舉是
在濫用基本法的有關機制。

郭榮鏗認明知通過機會低

參與草擬彈劾議案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昨日在
與傳媒茶敘時稱，反對派是次提出彈劾動議，是因為根
據「普通法國家」的議事慣例，梁振英涉嫌在立法會作
出「失實聲明」或「講大話」之舉，是「非常嚴重的瀆
職行為」，但就直認彈劾動議獲得立法會通過的可能性很
低，他們堅持提出是基於政治考慮。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明，民建

聯12票都會反對彈劾動議，強調梁振英已解釋事件，無
需要提升到彈劾地步，「建制議員中，大家都認為梁振
英在僭建問題上處理不當，但不應該以這個為理由而去
彈劾他，拉他下台，我們不覺得要這樣做。我自己覺
得，這某程度上是濫用了基本法中有關規定的機制」。

黃國健批動議離譜戇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亦反對這種「離譜、戇居的
動議」，坦言梁振英處理僭建問題的手法有不當之處，但
未到達彈劾地步，並批評反對派所為對社會無任何好
處：「反對派初時講僭建，現又話（梁振英）在會議上
講大話，一時一樣⋯⋯我只覺得社會上已經對這些爭拗

感到厭倦。」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反對派的批評已太多，特

首亦到過立法會數次，向議員作很詳細的解釋，社會自
有判斷，當前急務是要搞好民生、經濟，奉勸反對派不
要「阻住地球轉」。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指，根據外國經驗，除非涉及

刑事處分或嚴重違紀行為，才會提出彈劾，梁振英涉及
的僭建問題並未嚴重到需要提出彈劾。

馬逢國：應給新政府機會做事

早餐派立法會議員馬逢國認為，反對派議員有權提出
彈劾，建制派議員亦有權反對，希望反對派不要批評議
員的決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就此句號」。被問及
反對派此舉或會造成社會分化，馬逢國坦言，不能禁止
他人的行為，但「既然制度選了（梁振英）出來，點解
唔畀機會新政府去做些事出來，只懂不斷作出批評」。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指出，事件已經折騰了半

年，大家已受不了，「議員要鬧亦鬧夠，梁振英亦多次
出席立法會，被議員羞辱了很多次，希望議員能夠做回
一些正經事，就僭建事件，議會內亦有很多議員都有，
他們只是大事化少，小事化無，都沒有巨細無遺交代，
證明議員待人嚴、對己寬。」
立法會工業界議員林大輝也表示，自己在不信任動議

辯論時，已經清楚交代立場，即「（我）畀了張黃牌給他
（梁振英），倘對方未來再有其他誠信問題時才會郁佢」，
故不會支持彈劾動議。

譚耀宗

簡松年

黃國健

王紹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