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
會議成員張震遠日前在協助警方調查
商交所事件後決定辭去所有公職。行
政會議成員張志剛昨日於電視訪問節
目中形容，張震遠辭去所有公職是合
適的行動，「張生辭去所有公職，就
是希望在『山火』周邊有一防火牆，
不希望他的私人業務影響到政府或公
務上的事情」；並指1年前已知道張震
遠的商交所生意不是太好，「商交所
生意『嘛嘛 』就由頭到尾都知
啦」。他透露，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收到
調查報告後一個短時間內，便會就另
一行會成員林奮強的休假作出決定。

事件似「山火」不覺如「地震」

張志剛昨日出席無 一個訪談節目
時表示，張震遠辭去所有公職，對政
府肯定有影響，亦是一件負面的事
情。但他不認為事件對政府是「地
震」，「似『山火』多 ，始終現在出

事的不是公務上的事，而是他(張震遠)
私人生意、私人投資的問題」。

一人做事一人當 做法適合

他並指，張震遠的做法是一人做事
一人當，是適合的做法，「政治圈風
高物燥，特別惹火，在社會特別關注
下，出現這些問題並不是很意外」。
就商交所的經營問題，他坦言商交

所生意不好，大家之前都已知道的，
亦是看得見的。許多新的業務、新的
生意在開始時比較難做，財困亦不是
甚麼大不了的事情。許多公司有現金
周轉問題，就發債、發行新股等，所
以並沒有特別關注這件事，商交所的
運作亦受許多條例和監察機構監管。
對於行政會議的申報制度，張志剛

澄清，在委任行會成員前要接受包括
私人欠債在內的詳細調查。當局可以
對現行制度進行檢討，但問題是，個
人財務狀況和營運公司的財政狀況是

很不同的，公司的運作難以申報，
「行會是需要吸納一些商界人士，他們
的公司每天都在變動，申報營運情況
是否可行呢？這是要兼顧的」。
張震遠辭去公職後，不少人已提出

應改組行會。張志剛認為，張震遠離
開後，相信行政長官「會補返人」，至
於其他成員的工作表現，行政長官會
有自己的判斷，他相信補回空缺會比
較合理一些。至於另一位正在「休假」
的林奮強，他則指事件至今已過了幾
個月，調查應有報告了，「我想給行
政長官一個短時間，相信會有一個決
定」。
對於應否就休假定一個限期，他同

意行會成員就私人原因休假可以定一
個時間，如3個月或6個月。但有些
「休假」是比較被動的，如因被人舉
報、檢舉或投訴而需進行一些調查，
就要小心一些，要防止被人濫用，對
當事人要公道一些。他又指，針對這
類事件的調查應要盡快完成，一有結
果就向行政長官匯報，再由行政長官
決定有關人士是留下來或不再適合擔
任這個職位。

學民思潮在未獲得警方發出不反

對通知書的情況下，昨日在「六四

遊行」後自行繼續遊行到中聯辦搞

事，侵佔馬路，其間一度與警方對

峙。學民思潮突搶激進政團風頭，

模仿成年政客過去擅霸馬路違法遊

行的做法，顯示這些未成年學生已

積極為「佔中」預演做練兵準備。事實

上，學民思潮越趨激進的行為有跡可

尋，「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雖曾聲言對

未成年學生參與「佔中」有保留，近期

卻頻頻到各大中學校宣講「佔中」主

張，煽動學生違法，暴露出他出爾反

爾、利用學生充當「佔中」主力的用

心。為免政客假借「公民教育」之名向

學生大伸政治魔爪，教師和家長須嚴防

這股歪風在學界繼續蔓延。

違法遊行到中聯辦請願是一些成年激

進政客的慣常行動，去年「七一」遊行

後，「人民力量」示威者前往中聯辦

時，佔據德輔道西行車線及電車路集

會，擾亂交通；2010年元旦遊行後，中

聯辦更成為衝擊對象，激進人士與警察

推撞，嚴重擾亂公眾秩序。學民思潮昨

日仿傚激進政客的做法，既不循合法途

徑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遊行到中聯

辦，又一度衝破警方防線，強行走出及

佔據金鐘道一條行車線，阻塞其他道路

使用者。警方指有關遊行未經警方批

准，參與者或要負上刑責。學民思潮這

些公然挑戰法律的行動，和「佔中」意

識不謀而合。

另一個學生組織學聯日前亦在調景嶺

一間專上學院舉辦的研討會中，多番干

擾特首梁振英出席正常民間活動，不停

走近梁振英的座駕，又坐在馬路上阻擋

座駕離開，與警方多番發生肢體碰撞。

這和學民思潮挑戰警權、霸佔馬路的做

法如出一轍。

反對派在反國教風波中食髓知味，年

輕學生繼續成為衝擊動員的主力，學民

思潮、學聯由大專學生和未成年中學生

組成，自然成為反對派組織「佔中」衝擊前線的滲

透對象。雖然戴耀廷曾聲稱對未成年學生參與「佔

中」有保留，但他近期卻經常到大中學校巡迴推銷

「佔中」，煽動學生進行違法暴力行動，學民思潮和

學聯這些衝擊違法的行為，是戴耀廷和反對派裡應

外合下一手造成的，這突顯戴耀廷口是心非、惺惺

作態的投機作風。戴耀廷今年3月發表「佔中」信念

書後，面對輿論壓力，遂強調對18歲以下人士參與

「佔中」有保留，但是戴耀廷近期積極四出向大專學

生介紹「佔中」主張，今年4月在學聯的周年大會上

講解「佔中」計劃，另外又以「公民教育」之名逼

學生聽政治演說，把激進魔爪探入學界染污未成年

學生的心靈，令違法意識不斷蔓延學界。其實，自

「佔中」發起後，反對派已積極部署利用年青學生和

青年組織為「佔中」服務，教協今年3月便製作有關

「佔中」的「通識教材」，派發予中學進行洗腦工

程，戴耀廷現在又透過親身講說，不斷向學生宣傳

極端政治立場，加上各種美化形容，學生易被誤導

參與危及人身安全和個人前途的活動。在裡應外合

下，青少年相繼出現激進行動，這已和戴耀廷當初

表示對未成年學生參與「佔中」有保留的說法相去

甚遠，暴露出戴耀廷和反對派缺乏教育道德的政治

用心。

近日，這些和青年學生有關的暴力衝擊違法行動

越來越頻密，有家長便表示擔心子女在這些宣傳下

被政客利用，危及前途。然而，「七一」越來越逼

近，年青學生缺乏參與衝擊、組織霸佔公眾地方的

經驗，學民思潮和學聯急需製造衝擊機會為「佔中」

預演及早準備。這些挑戰警權、干擾社會秩序的違

法行動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警方須採取相應行

動，制止違法行為，學校和家長亦須強化學生的守

法意識，避免激進歪風繼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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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達商界反對「佔中」的聲音，中華總商會及中

華廠商聯合會上周一在報章刊登廣告，批評「佔中」

行動破壞本港經濟及營商環境衝擊法治。香港總商會

主席周松崗上周五亦在多份報章撰文，質疑「佔中」

會否演變成暴力抗爭。

三大商會反對「佔中」

中華總商會在聲明中指出，由個別人士提出的所謂

「佔中」行動，引起了社會各界不少爭議，作為工商界

一分子，中華總商會不贊同以違法及抗爭行為來表達

訴求，這不但破壞本港經濟與營商環境，擾亂社會秩

序，更衝擊香港賴以生存的法治精神。中總憂慮，抗

爭行動難免影響本港金融及商貿活動正常運作，動搖

企業投資信心，長遠削弱本港競爭力，「佔中」亦會

阻塞交通，影響市民日常生活，並可能構成不必要衝

突，呼籲各界能夠摒棄成見，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

歸，避免過激及違法行為。

中華廠商會在聲明中表示，中環是香港經濟活動核

心地帶，若出現激烈抗爭，會導致營商環境惡化，跨

國企業、中小企及小商戶都會受影響。「佔中」鼓吹

以可能違法的手段進行抗爭，不但嚴重影響社會秩

序，造成分化甚至衝突，也對本港一向奉行的法治精

神造成嚴重衝擊，呼籲各界理性討論、求同存異，共

同為香港的長遠發展作出努力。

香港總商會主席周松崗在多份報章撰文，質疑「佔

中」會否演變成暴力抗爭。他懇切呼籲社會各界人士

摒除成見，就各項具爭議的議題進行理性討論，不要

採取激烈的違法抗爭行為，大家齊心為香港的繁榮穩

定盡一分力。

「佔中」損害營商環境和競爭力

輿論指出，香港的心臟中環萬商輻輳，香港國際金

融和貿易運作的80%集中在這裡，並且在法治軌道上有

條不紊地運行。中環的價值不僅是商貿、金融樞紐，

而且彰顯了法治是香港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基石。但

是，反對派鼓吹和策動的「佔領中環」行動，其惡果

將是癱瘓中環，損害香港營商環境和競爭力，衝擊法

治核心價值，擾亂正常社會秩序，令香港難以管治。

輿論分析，「佔中」若癱瘓中環，香港每天損失起

碼16億元，佔領1個月香港損失480億，3個月損失1,440

億。佔領中環的行動只要令股市交易延遲1小時，就會

令本港損失100億元的成交額。輿論指，已有以中環為

總部的跨國金融、商貿企業， 手評估「佔中」將對

營商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作好「撤離香港」的最壞

準備。

「佔中」策劃者不敢面對市民批評

輿論指出，中環有數十萬人上班，香港每天經過中

環的車流量超過50萬輛，「佔中」 衝擊正常社會秩

序，影響數十萬人上班，影響社會的安定和市民的正

常生活秩序。「佔中」可能導致出現暴力犯罪，局面

失控，參與或未參與行動的市民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其人身權和財產權勢必受到侵犯，個人和家庭都會遭

受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失，中環將陷入無政府的混亂狀

態，最大的受害者將是市民。

輿論指出，「佔中」既不符合民意，也不符合法

律。「佔中」行動的策劃者一向以尊重民意自居，但

多個民調已清楚顯示，反對「佔中」的市民佔壓倒性

多數，而這些「佔中」者卻仍掩耳盜鈴，從不敢正面

面對市民的聲音。

輿論質疑「佔中」資金從何來

「佔中」行動將於下月9日舉行第一個商討日。「佔

中」策劃者派錢買人頭撐場，75%出席者是「自己

友」，邀請的600人各可取得100元的「車馬費」。「佔

中」發起人戴耀廷表示，預計「商討日」的開支約為

20萬元，但刻意隱瞞資金來源。輿論質疑，「佔中」

是非法行為，不應該透過「利誘方式」吸引市民參

與，並質疑主辦機構為何會有這麼多資金來「派錢」，

令人擔心「佔中」背後是否有其他政治組織、勢力的

介入甚或涉及不正當的利益交換，並提醒有關方面應

該密切留意及關注事態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法小組組長王敏剛譴責反對派

鼓吹「佔中」，是在大搞翻版的「顏色革命」，試圖荼

毒、誤導有理想的青年，衝擊中央政府威信、削弱

「一國兩制」，助長反中亂港的「潛藏勢力」。

激烈大規模破壞法治須負刑責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及陳偉業在前年「七一」遊行期

間，非法組織遊行及衝擊警方防線，早前被裁定非法

集結罪成，上周一分別判囚6周和5周。輿論指這次判

決清楚表明，無論什麼人，也無論政治理念是什麼，

以激烈行動大規模破壞法治，就須承擔刑責。這對以

激烈行動大規模破壞法治的「佔領中環」無疑是一個

警示。

輿論指出，從法律上看，參與、組織「佔領中環」

涉嫌觸犯管制遊行集會的多項罪行，「佔中」可能導

致出現暴力犯罪，或將會出現鬥毆、襲擊他人，襲

擊、抗拒或故意阻撓警方執行職務，意圖抗拒合法拘

捕或扣留而襲擊他人，等等。上述行為都涉嫌構成犯

罪。「佔中」行動所謂「爭取真普選」的理念，並不

能作為「免罪金牌」。

反對派「佔領中環」引起商界和社會各界人士強烈反對，本港三

大商會刊登廣告和文章批評「佔中」禍港，既代表了商界對「佔中」

的憂慮，也反映了社會各界對「佔中」的反感。輿論抨擊反對派鼓吹和策動的「佔中」行動，

其惡果將是癱瘓中環，損害香港營商環境和競爭力，衝擊法治核心價值，擾亂正常社會秩序，

令香港難以管治。輿論和社會各界呼籲本港市民團結起來，反對「佔中」，守護中環、守護香

港、守護法治！

反對佔中 守護中環 守護香港 守護法治
文平理

學民霸馬路 遊行僅1,200人

張志剛：行會補缺勝改組

觀塘坪石補選
陳俊傑勝長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觀塘區議會坪石選區昨

日進行補選，以接替前任議員陳百里獲委任為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政治助理後請辭而騰出的空缺。全日共有3,483

名選民投票，投票率為44.7%。民建聯候選人陳俊傑以

2,258票，擊敗空降參選的立法會拉布四丑之一、社民連

主席梁國雄(長毛)。陳俊傑強調，今次結果顯示香港市民

是要求一個建設的、和諧的和文明的社會。他為回饋街

坊的支持，今後將一如既往，繼續全心全意服務街坊，

發揚民建聯「實事求是，為你做事」的宗旨，努力做好

民生工作，讓社區變得更加美好、舒適，各人均可以安

居樂業。

民記明星傾巢而出助選

面對立法會「搞事王」長毛的狙擊，鑑於
其擅長在傳媒面前製造事端，成功搶鏡，陳
俊傑及民建聯均不敢怠慢，除了陳俊傑的父
親陳鑑林外，民建聯一眾核心人物，包括主
席譚耀宗、副主席蔣麗芸，立法會議員陳克
勤、葛珮帆、梁志祥等都有到場打氣，工聯
會陳婉嫻、黃國健等，亦有傾力協助拉票。
陳俊傑表示，感激各個團體代表及街坊的

鼓勵，讓他可以在議會為居民發聲，未來會
一如過往，以愛心、耐心為街坊服務。他表
示，自己亦會發揚民建聯宗旨，努力做好民
生工作，承諾自己會繼續投入監察，在改善

工程的施工過程中，部分可能會對居民構成
不便的安排，並因應街坊的要求，一定會在
區議會提出增設貫穿坪石 7座樓宇的有蓋
行人路，讓街坊毋須再飽受日曬雨淋之苦，
可直接步行到港鐵站。
選管會主席馮驊稱，今年收到新登記的

選民申請約5萬宗，更改地址等個人資料的
申請約10萬宗。自前年區議會選舉後，選
管會已有連串措施加強查核選民登記資
料，如發現有一屋多姓，會再查核，也會
與房委會及房協合作，查核登記選民的資
料。自今年初以來，選管會已發出約3萬
5,000封查訊信，如無法核實資料，會剔除
出選民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對於新一屆特區政府
上任不到一年，已有1位行
政會議成員辭任，另有一位
長時間休假，曾任行會成員
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
示，現時行會組成及其職能
有不足地方，特區政府有需
要檢討行會的職能及運作模
式，令行會發揮更好作用；
他並指，看到現時的行政會
議，已經發揮不到回歸前港
英政府「行政局」的作用。
但他未有評論張震遠辭任行
會成員。行政長官辦公室昨
日回應表示，有關行政會議
的運作，行政長官願意聆聽
意見。

架構模仿過去 作用有別

曾鈺成指出，港英政府年
代的「行政局」是有實力的
機構，議員都是不同專業的
領袖，發言權大。「當時亦
有個規距，如果香港總督不
按行政局多數人的意見做決
定，他要解釋理由，還要將
具體理由記錄在案，英國政
府要看，今日我們看不到行

政會議發揮 同樣的作用，雖然架構
模仿過去。」
他認為，《基本法》對行會的組成

講法很簡單，對比例或人數等都沒有
規定，與問責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
中央任命的不同，而行會成員何時入
行會和幾時停止委任等，都由行政長
官決定；而香港回歸後，行政會議的
組成、包括人數及成員背景等，經歷
多次變化。因此，當局應該檢討行會
相關制度，認真研究如何發揮更大作
用。「我認為行政長官應汲取我們10
多年的經驗，認真研究如何改進行政
會議的運作，我覺得這是一件值得做
的事。」至於行會成員的申報制度，
曾鈺成認為，現時已有一套相當嚴謹
的制度，沒有需要改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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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
數只得20多人的一批學民思潮成員及
社民連成員昨日在參加「六四遊行」
後，聲言要繼續遊行至中聯辦，警方
發表聲明，呼籲有關人士應聽從在場
警員的指示，及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
達意見。警方強調尊重公眾人士表達
意見，言論及集會的自由，但有關遊
行活動並無事先申請，遊行人士亦沒
理會警方多次的勸喻及警告，不排除
日後會追究有關人士的刑事責任。
「支聯會」昨發起「六四遊行」，

大會指有1,600人參與，警方就指高
峰時有1,200人。對被指遊行反應冷
淡，「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仍表示滿
意，覺得參與的人數與去年差不多，
又聲言遊行人數不是指標。有沿途圍
觀的內地旅客則指，國家現時發展富

強，社會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得好，
不明白為何仍有人舊事重提，認為這
些人堅持「六四遊行」的行為可笑。
20多名學民思潮成員在遊行後繼續

前往中聯辦抗議，在經過金鐘統一中
心時，未有聽從警方指示及安排，突
然衝破警方防線，一度佔據金鐘道一
段馬路，要求警方開放一條行車線。
學民思潮聲稱，一星期前已通知警
方，他們將遊行前往中聯辦，不滿警
方無做好安排，但其後又自行重返行
人路，繼續前往中聯辦，被人質疑所
謂「公民抗民」預演只是一場博搶鏡
的鬧劇。中西區副指揮官陳綺麗表
示，由於有關人士的遊行活動並無事
先申請，亦不理會警方的勸喻及警
告，不排除日後會追究有關人士的刑
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經過133小時的
二讀辯論，立法
會 終 於 完 成
《2013年撥款條例
草案》審議工
作，在上周二完
成三讀並通過法案。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見圖）昨日於其個人網誌上透露，特區
政府將在本星期公布發行新一期iBond(通
脹掛 債券)詳情，亦會在下月為電費補
貼、額外福利津貼、代交公屋租金等一
次性紓困措施，向財委會申請撥款。除
了醫管局和大學的撥款可能出現短時間
的延誤，其他撥款料不會受影響。

財爺報喜：
新iBond本周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