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蘋果日報》的社論主
筆李怡昨日發表了「香港
抗共思潮的回顧與前瞻」
的系列性社論。社論一開
始就為劉慧卿當年反對香
港回歸祖國的荒謬言論護
航，社論開門見山說：

「時任記者的劉慧卿當年在記
者會上問戴卓爾夫人：把500
萬香港人交到一個獨裁共產政
權手上，道義上是否說得通？
戴的回答是：『我相信絕大多
數香港人的確欣然接受這份協
議，你或許是唯一例外。』劉
慧卿絕不是唯一例外，事實
上，她反映了當時相當大部分
香港人的心聲。」這是明顯地
要推翻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
的猖狂進攻，為「佔領中環」
進行動員。
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十五年

了，英國人已經撤退了，李怡
仍然希望開歷史倒車，讓歷史
倒流十五年，企圖推翻聯合聲
明回到英國人統治的時期，這
真是癡人說夢。《蘋果日報》
想改寫歷史，竟指劉慧卿這種
想法，就是香港人的想法，這
樣無非是為了「核爆中環」增
加一點核元素，為英國人失去
香港，取回談判桌上沒有取得
的東西，讓時光倒流到1997年
之前。李怡好像是英國人的孝
子賢孫，緬懷英國人想實現而
沒有實現的代議政制計劃，為
英國人建立一個以抗共反中思
想為主流的政治實體。港英最
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在1996年的
施政報告中，就詳細地列出了
十多項抗共反中的具體部署，
大談傑克倫敦的詩句，鼓勵港
人要「寧化飛灰，不作塵土」
地投入鬥爭。
李怡說「自從1980年香港

『九七』問題浮現以來，香港
人一直在抗共的社會思潮中掙

扎」。麥理浩「在81年提出了民選區議會的
政改步伐。當時香港因為經濟與文明均起
飛，市民漸有了對香港的歸屬感，民主步
伐的開始，使歸屬感增強」。李怡公然篡改
歷史，說英國人給了香港民主，給予了港
人對香港的歸屬感，而不認同自己是中國
人。香港總督是英國人委任的，立法會主
席就是港督，立法會議員也是委任的。李
怡對於英國人施捨的這些虛假「民主」，感
恩戴德，足見他是英國人的奴隸。李怡對
英人治港五體投地，說「離開了英國，在
中共的主權下，港人治港不可行」，所以要
進行抗共。這不過是說明了李怡之流抗拒
回歸祖國，對英國的殖民統治依依不捨的
心態而已。他們口中的所謂「回歸的前提
是民主」，原來「民主」的形式，就是英國
人留下來的模式，就是一個架空了中國主
權的政治實體，這樣與戴卓爾夫人口中的
「主權換治權」有甚麼分別呢？

李怡反對中國的主權，反對共產黨執
政，要結束按照憲法產生的政府，公然
說：「香港的抗共思潮，到1989年的北京
民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香港市民對
中國民主運動的廣泛同情和支援，主要原
因是中國民運與香港的抗共思潮連結在一
起。港人感情投入民運，認為中國的命運
就是香港的命運。」李怡的民主，是有前
提的，有特定內容的，就是要結束共產黨
政權，把香港建設為反共基地。這正好說
明了，為甚麼反對派反對愛國愛港的人擔
任行政長官，抗拒行政長官不能抗拒中央
政府的普選前提。「佔領中環」要爭取的
就是由反共的人去統治香港，把中英聯合
聲明和基本法廢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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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工潮昨日踏入第二十一日，職工盟

屬會碼頭運輸業職工會以只有一個外判商參與談判為借

口，拒絕參加會議並將行動升級，聲稱要在中環長江中

心外長期駐紮。

職工盟包圍長江中心早有預謀

被指不願參與談判的外判商「高寶」昨午發表聲明，

稱近日碼頭工潮不但影響工人生計和香港發展，對外判

商亦造成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聲明中指，實在做不到

職工盟提出的20%加薪幅度，而即使勉強應承，會對公

司營運和其他工種的工資帶來不良的連鎖反應，會害死

自己和行家，更可能拖累整個香港工商界。香港國際貨

櫃碼頭公司(HIT)發聲明稱，工人圍堵長江中心無助解決

問題，並令談判情緒更複雜。

在勞工處斡旋安排下，工聯會、勞聯以及職工盟前天

分別與兩間外判商「永豐」和「高寶」舉行第三次調解

會議，其中工聯會和勞聯與資方的會議在上午舉行，職

工盟則安排在下午。開會前夕，碼頭運輸業職工會總幹

事何偉航在會後接受傳媒訪問時，第一句話就說：「我

都準備好了，一定會進行升級行動的。」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昨日表示，前日舉行的兩個調解會，已經開

始進入討論實質方案、改善方案等，但勞工處昨晨不斷

接觸職工盟，一直未取得他們的答覆，他對職工盟選擇

不再開會表示無奈。很明顯，職工盟拒絕參加會議並將

行動升級至包圍長江中心，是早有預謀的。

黎智英透露以罷工預演「佔領中環」

事實上，反對派早已「預告」會以罷工手段預演「佔

領中環」。反對派「四人幫」之一的黎智英，早在三月

中就在《蘋果日報》發表「讓我們同行」的文章，聲稱

「非暴力不等於我們不可以對抗，例如我們可以發動罷

工」，鼓動公務員罷工一天，地鐵工作人員罷工一天，

機場人員罷工半天，的士司機、貨車司機等輪流罷工。

黎智英此文被反對派視為「佔領中環」的行動綱領，碼

頭工潮發展到包圍中環長江中心，是其行動綱領的體

現。對此，公民黨主席余若薇近日也承認，「佔領中環

可以借鏡碼頭工運」，她期望『佔中』運動也能做到信

息「入屋」，令全港市民明白，「即使到時不參與，但

街頭見到有『佔中』籌款，也會捐10元」。

外國工會全面介入香港工潮

香港過去的罷工歷史，極少像此次碼頭工潮有如此多

的內外政治勢力夾雜和騎劫。工潮一開始，碼頭業職工

會就一直尋找外國激進工會聲援。國際交通運輸工人聯

盟發表聲明，號召世界各碼頭發起行動，聲援香港工

潮。職工盟罷工基金籌得的500萬元，大部分來自外國

激進工會援助。例如澳洲航運業工會前日宣布，已把近

13萬港元注資至職工盟的罷工基金中，並派大批澳洲工

會人士參加香港工潮。外國工會全面介入香港工潮，這

是香港過去罷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壹傳媒攻擊李嘉誠煽動仇商情緒

工潮一開始，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和《壹週刊》

就將「佔領碼頭」與「佔領中環」掛 ，並煽動仇商情

緒，攻擊和誣衊李嘉誠。《蘋果日報》以頭版大字標

題，誣衊「李嘉誠懶理工人死活」，「號召杯葛百佳」。

《蘋果日報》發表「李首富要逼工人走向絕路」的社論，

煽動市民向李嘉誠發動鬥爭。《壹週刊》造謠指和記黃

埔的高層以及香港國際碼頭公司董事總經理嚴磊輝，是

碼頭外判公司股東或董事，是以

「假外判」來壓榨工人。壹傳媒老板

黎智英一貫反中亂港，並竭力抹黑李嘉

誠，挑動仇商仇富情緒，此次黎智英抹黑李嘉誠，目的

明顯是煽動仇商情緒撕裂社會，為「佔領中環」造勢。

由反對勢力騎劫和主導的社運

對於這次工潮，社會各界人士普遍斥責其激烈行為損

害香港整體利益。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工潮拖得越

久，對香港社會、經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會更大。經

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批評，反對派現在動不動就以「佔領」

來威逼，實在太霸道。林健鋒認為，勞資談判應建立在

互動、互諒的基礎上，資方已表明願意考慮加薪，但身

為職工盟秘書長的李卓人卻未展現出談判的誠意，不肯

讓步，難以達成共識。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亦指

出，工運的負責人需確保行動是依法進行，理性、合理

地為工人爭取利益，而不應該影響到社會經濟的正常運

作。

如果工潮在香港不斷湧現，發展到「佔領中環」和

「核爆香港」，令香港成為一個難以管治的地方，那絕非

港人之福。正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指出，碼頭工

潮是一場由反對勢力騎劫和主導的社運，是「佔領中環」

的演練，與工人合理權益無關，與社會公義無關，碼頭

工人尤其要認識清楚，劃清界線，不要輕易被人利用，

做人家反中亂港的籌碼。

職工盟操控的碼頭工潮發展到包圍中環長江中心，明顯是反對派配合「佔領中環」的前哨

戰。香港過去的罷工歷史，極少像此次碼頭工潮有如此多的內外政治勢力夾雜和騎劫。反對派

企圖煽動仇商情緒，撕裂社會，為「佔領中環」造勢。這提醒市民，反對派為達到「佔領中

環」、「對抗中央」的目的，將無所不用其極。如果任由工潮發展到「佔領中環」和「核爆香

港」，令香港成為一個難以管治的地方，那絕非港人之福。警方有責任依法採取行動，維護正常

的社會秩序和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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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辣招有需要知會港外機構

曾德成於過去的14日至17日訪問北京。在京期間，他
拜訪了民政部、文化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國家體育總局、國家宗教事務局及國務院港澳辦等。

晤周波無談國教
昨日上午，曾德成與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會面，並

於返港前在京接受媒體採訪，介紹此行情況。他說，在與
周波會面時，雙方就香港現況交流意見，但沒有討論國民
教育的問題，又強調自己是次到北京拜訪有關部門，主要
是和一些過去有合作關係的部門商談未來的業務，並重點
推動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實習。
今年初，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到，要提供機會讓

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實習。曾德成表示，「趁這次到北京的
機會，我拜會全國青聯主席王曉，跟他談到這方面的事
情」。在會面時，王曉表示非常支持，並將通過他們的網
絡，盡可能增加這方面的機會。同時，文化部和國家新聞
出版廣電總局等也非常歡迎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實習。

王曉助聯絡機構
曾德成介紹說，全國青聯過去支持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實

習；通過他們的網絡，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獲得一
些機構及民企，向香港青少年提供實習機會。今年，行政
長官提出加強這一方面的計劃後，民政事務局會跟青年事
務委員會商談專門制定一個計劃，進一步推動香港青少年
到內地實習。
曾德成認為，內地的圖書館、博物館等可以提供實習的

崗位，讓香港青少年接觸了解內地的情況。新聞出版廣電
系統也可讓香港青少年接觸到最新的廣播科技，還可為他
們提供到內地社區和農村採訪的機會。
在全國青聯協助聯絡下，香港民政事務局近年以「青年

內地考察團資助計劃」，幫助香港青年赴內地實習，人數
逐漸增加，2012/13年度約有550人。

劉鵬肯定港體育
此外，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16日在京會見曾德成時，

肯定了香港特區政府工作和體育事業成就，希望兩地體育
界繼續加強交流與合作，促進兩地體育事業共同發展。曾
德成感謝國家體育總局長期以來對香港體育發展的關心和
支持，希望在內地體育界的支持下，香港體育運動取得更
大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特區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日前與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王曉等會面，商討為香

港青年增加在內地機構和企業的實習機會。曾德成昨日上午在

北京表示，要進一步推動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實習，王曉非常支

持這方面的計劃，文化部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也非常歡

迎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實習。曾德成希望，有關的實習名額可由

目前的每年500個倍增至1,000個。

張敏儀聲稱港台風波未最嚴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廣播處長張敏儀獲

邀出席港台工會昨晚的分享會，以「甚麼是編輯自主」
為題，向80多名出席的員工作分享。張敏儀在會上回應
最近有關港台的連串事件，她表示，港台所面對的壓力
與困難向來一樣。被問到現時是否港台最嚴峻時刻，她
則稱，數十年來港台所面對的威脅都一樣，現時是「幾
嚴峻」，並非「最嚴峻」，她又形容，沒有「最」只有
「更」嚴峻，又指港台有深厚基礎，有責任繼續履行公
營廣播的使命服務市民，並相信港台員工會繼續堅持和
努力。

國慶港放煙花聽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昨日結束訪

京行程的特區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在北京表示，
受去年南丫島海難事件影響，會聆聽各方意見，再
決定今年國慶是否繼續舉辦煙花匯演。
曾德成昨日在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今年國慶是

否放煙花，仍需聽取社會各方意見。他說，去年國
慶煙花發生前，發生南丫島海難，造成傷亡，令人
沉痛，但今年國慶仍然會有慶祝活動，但形式會視
乎社會意見。
早前，特區政府尋求今年十一國慶煙花匯演贊

助，被部分網民質疑是「罔顧海難死者家屬感受」，
並要求取消今年的國慶煙花匯演，以哀悼死難者。

立會政團三分二評分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

布的民意調查結果發現，在立法會內擁有議席的15個香
港主要政團中，10個的支持度較2月份調查上升，3個下
跌，2個維持不變。其中，升幅最大的是民協，升0.15
分，反映其最近的工作表現有所改善；跌幅最大的是工
聯會，跌0.1分，相信與其「較遲」介入碼頭工潮有
關。
調查機構於4月10日至15日成功訪問了1,072名市民，

結果發現，教協評分維持不變，得2.90分，繼續位居榜
首；街工錄得0.04分的升幅，得2.85分，繼續排在第二

位；民協則錄得0.15分的升幅，得2.82分，排名上升兩
級至第三位。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則錄得0.09分的跌幅，
得2.13分，排名下跌兩級至榜末。
在對香港政團5項整體表現的滿意度方面，評分最高

的是「監督政府」，得2.66分，升0.15；其次是「反映民
意」，得2.42分，升0.04；其他依次為「有活力」、「議
政能力」及「值得信任」。調查機構指，調查反映受訪
市民對政團最近整體評價有所好轉，惟所有政團的評分
及各項表現的評分皆不足3分，低於一般水平，反映政
團的表現與市民的期望仍有較大的差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特首梁振英於2012年
10月26日宣布開徵買家印花稅前夕，致電知會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王光亞，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昨日在立法
會大會上提出書面質疑，此舉或違反行政會議的保密制
度。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回應說，由於買家印花稅
徵收的對象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外的買家，特區政府曾
知會王光亞，及向外國的駐港總領事代表作出簡介。湯
家驊不滿回應，要求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跟
進。
張炳良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書面回覆湯家驊的質詢時

指出，買家印花稅由特區政府官員研究及制訂，而只有
相關的高層官員參與有關討論。措施經行政會議審議通

過後，於2012年10月26日公布。行政會議按一貫的保密
原則處理該事項的討論，保密原則適用於所有成員及出
席會議的人士。所有個別行政會議成員亦按一貫的利益
申報機制作出申報，及在必要情況下避席。

因政策針對非港人

他續說，由於買家印花稅徵收的對象是香港永久性居
民以外的買家，政府曾向外國的駐港總領事代表作出簡
介，及透過內地及海外的經濟貿易辦事處，確保境外投
資者亦可獲得相關資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曾
獲知會有關措施。
湯家驊其後發表聲明，稱當局的書面回覆「草率」，僅

以310字重申了行會的一貫保密制原則，是「有意迴避」
及「心虛」：「這是否反映政府已承認，政府需向中央
官員請示開徵稅項的做法，邀請中央干預香港內政，損
害『一國兩制』呢？」
他又稱，當局未回應曾否在公布其他機密的新政策

前，通知過港澳辦或其他內地部門的官員，亦沒有承諾
日後不再把機密的新政策在公布前通知港澳辦，以體現
「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原則。

他又以「事態嚴重」為由，要求政制事務委員會舉行
特別會議，邀請相關政策局和政府部門的官員出席會議
作出回應，容許議員有機會直接向政府官員提出質詢，
以釋公眾疑慮。

■香港青年北上實習名額將增至1,000個。圖為去年

一些港生到內地實習。 資料圖片

■曾德成表

示，是次訪

京其中一個

重點是推動

香港青少年

到 內 地 實

習。中新社

港青北上實習額
曾德成爭取增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