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梁振英上
任以來，政治爭拗
不斷，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陳婉嫻昨日
認為，梁振英未能
落實競選政綱，除
受到商界及財團左
右夾攻外，他的智
囊似乎未能掌握社
會脈搏，令特區政
府推出任何事情都
會變成「無風起
浪」，簡單的政策
都會引起市民強烈
反對，建議政府長
遠應推行政黨政
治，短、中期則應
在政策推行初期就立即與各黨派、社會人士作全面及
徹底的討論。
陳婉嫻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表示，梁振英上任一

年多，表現與預期有落差，「就以他最熟悉的房屋
問題，其實香港有很多用地，但（發展局局長）陳
茂波對有關政策範圍完全不熟悉，一開口就講要填
海造地，根本政府手上有很多土地，沒有用心去
找」。她認為，在討論過程中，可能包括很多利益團
體，政府需要作出適當的平衡，「官員應該放下頑
固心態，與時並進，好似張建宗，他只懂執行政
策，好努力，但要改變政策，還難過登天。」
她說，要突破目前困境，應該衝出現有框架，但

可惜官員往往低估市民的反應：「好似公務員加薪
一役，現在政府要推出很多艱難的政策，就應該在

加薪方面鬆手些，政府又不是無錢，而不是在芝麻
綠豆的小事上拗來拗去，得罪了公務員，要推行各
種政策就很困難了。」
被問及政制發展問題，陳婉嫻認為，凡事都希望

能夠透過溝通方式解決問題，自己從事工會工作已
有數十年，按照過去經驗，在談判初期，雙方必定
擺出一套強硬的姿態，「身為工會代表，就是扮演
調停角色，陳述客觀形勢，分析利害關係等，讓雙
方考慮，當然最終大家都需要各讓一步」。

政制要向前 一步一步走

她個人希望政改能夠行前一步，認為就算方案未
獲得全體接受，「都需要行得一步得一步」，而要達
到成果，溝通是最重要。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昨日
宣布，現任
稅務局副局
長黃權輝將
於6月20日
接替朱鑫源
出任稅務局
局 長 。 同
日，朱鑫源在服務政府近38年後開始退休前休假；前中西
區民政事務專員吳靜靜則於6月20日接替李百全出任公務
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秘書
長。
候任稅務局局長黃權輝現年52歲，於1982年加入政府任

職助理評稅主任並一直在稅務局工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鄧國威昨日在政府宣布任命後指出，黃權輝具備豐富的稅
務管理專業知識及經驗，兼具出色的行政及領導才能，深
信他定能帶領稅務局面對未來的挑戰，繼續為市民提供優
質服務。

朱鑫源榮休獲表揚

他又讚揚即將退休的朱鑫源在服務政府多年期間，工作
熱誠，勇於承擔，在出任稅務局局長期間積極提升部門的
專業服務，有效地徵收稅款及拓展香港的避免雙重徵稅協
定網絡，值得表揚，並衷心祝願他退休後生活愉快。
吳靜靜現年44歲，於1994年加入政務職系、曾在多個決

策局及部門服務，包括在2005年7月至2008年9月期間出任
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又獲政府推薦於2012年6月
至2013年5月在哈佛大學修讀1年的碩士課程。鄧國威讚揚
吳靜靜具備出色的領導和管理才能，相信她定能在新的工
作崗位上發揮所長，繼續竭誠地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及優
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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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日前在商討日上宣布，

「佔中」行動由醞釀期進入組織裝備期，而「七一」遊行

正是「佔中」的一次預演。「民陣」已經宣布今年「七

一」遊行，將以「人民自主、立即普選、佔領中環、蓄

勢待發」為主題，並以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為終點。

「民陣」雖然沒有說明預演的內容，戴耀廷等人也一直將

愛與和平掛在嘴邊，但實際上反對派各政黨及激進團體

早已磨拳擦掌，準備在「七一」遊行中借機發難。

派發「V煞」面具旨在策動大型衝突

日前在社交網站中就流傳了一張相片，相中有一個頭

戴「V煞」面具的人，其身旁是一箱「V煞」面具，相片

背景據稱是一位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的辦公室，相信不

出陳偉業或陳志全兩人。發相片的人還表示已準備

3,000個「V煞」面具在「七一」遊行當日於中環免費派

發，第一批500個已經送到，另外2,500個將會陸續送

到。他更表示，「七一玩大佢，有3,000人戴住坐馬路

就掂」，並呼籲義工整理有關面具云云。有政黨及團體

準備3,000個「V煞」面具到場派發，說明他們有意組織

一隊人數多達3,000人的「V煞」部隊，在遊行當日發動

衝擊。以「V煞」為名，更反映他們有意重演當年「V煞」

暴徒暴力襲擊遞補機制論壇的一幕，要在「七一」遊行

中觸發大規模的政治衝突。

「V煞」在本港社會已經與暴力違法畫上等號。2011

年，一班社民連、「人民力量」的暴徒就戴 「V煞」

面具，衝入遞補機制的論壇上大肆搗亂，梁國雄聯同一

幫暴徒向保安員行兇叉頸，約百名暴徒更衝上台，掃

、擲物、叫囂，打傷多名職員和市民。事件震驚本港

社會，各界紛紛譴責「V煞」暴行。然而，激進人士事

後卻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在今年的元旦「反梁」

遊行中，一批頭戴「V煞」面具的青年又再次發動違法

衝擊，癱瘓中環交通，更與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員發生嚴

重衝突，在電視鏡頭可見，多名「V煞」青年不斷以粗

言穢語挑釁警員，大批司機被迫滯留原地。有「V煞」

青年指罵不滿他們惡行的的士司機及內地乘客「我最憎

你們這些蝗蟲」，被傷害的內地遊客無奈地表示：「我

真想不到香港是這樣的！」

「V煞」代表最極端暴力勢力

這些事實清楚表明：「V煞」就是代表本港最極端、

暴力、激進的勢力，他們以違法衝擊為常事，視他人人

身安全、社會秩序如草芥。現在有團體打算在「七一」

遊行中派發3,000個面具，不但意味 大批「V煞」暴徒

將會混入人群之中隨時發難，更可能會煽動一些參加者

參與騷亂。英國《衛報》專欄作家Euclides Montes曾分析

指，「V煞」面具作為政治象徵，更重要是提供匿名

性，當面具愈益普及，在政治光環下更提供舒適的保

密，甚至是安全；意即戴上面具後，哪怕做什麼事，都

好像得到保護。一些立場不算激進的人，只要戴上頭

具，往往就會變成另一個人的樣子，跟隨其他同伙四處

衝擊搗亂，做出一些他們平時不會做的事情。因此，一

些國家及地區已經訂立或研究禁止示威人士戴面具的法

例，正是擔心示威行動會失控。

警方須部署應對大規模衝擊

令人憂慮的是，現時有一些激進政黨和團體打算派

發3,000個「V煞」面具，顯然

就是在遊行中策動激烈的衝擊行

動，他們在遊行中可能隨時發難，

甚或化整為零的「佔領」各交通要道，達到預演「佔

中」目的。當警方要維持秩序時，這些人可以立即除

下面具扮 一般示威者避過警方截查，之後再戴上面

具繼續搗亂。而且，如果真的如主辦單位所說有

3,000人領取面具，警方要應付這隊人數眾多又神出

鬼沒的部隊，將極為困難，甚至可能在遊行隊伍中造

成極大混亂，參與遊行市民可能受到殃及。因此，警

方必須因應這個「V煞」部隊早作部署，因應可能出

現的大規模衝擊做好應對計劃，防止遊行出現失控。

同時，對於在遊行中派發「V煞」面具的團體或人

士，行動本身已有教唆違法衝擊之嫌，執法部門也應

作出調查。

3,000「V煞」準備在「七一」遊行中大幹一場，預演

「佔領中環」，這說明所謂「愛與和平」完全是假話。任

何大規模政治行動的走向都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不論

「佔中」發起人有何打算，但他們已經築起這樣一個大

型的政治平台，就絕難阻止其他激進人士利用，3,000

「V煞」只是其中一隊，還有「學聯」、學民思潮以及各

激進政黨及團體，他們又豈能放過這樣一個搞事的好機

會？屆時各種暴力衝突勢將此起彼落，參與市民也可能

無辜受災，這是市民必須警惕的。既然「七一」遊行已

經變成激進派的「佔中」預演，市民又何必被他們綁

架，成為其違法衝擊的棋子呢？

「V煞」在本港社會已經與暴力違法畫上等號。現在有政黨及團體準備了3,000個「V煞」面

具在「七一」遊行現場派發，說明他們有意組織一隊龐大的「V煞」部隊，在遊行當日發動衝

擊，「佔領」各交通要道，觸發大規模的政治衝突，屆時遊行人士的人身安全將難以得到保

障。警方必須早作部署，因應可能出現的衝突做好應變計劃，防止遊行出現失控。3,000「V煞」

準備在「七一」遊行中預演「佔領中環」，也說明所謂「愛與和平」完全是假話，屆時各個激進

政黨團體勢必乘機鬧事，參與市民也可能無辜遭殃。既然「七一」遊行已經變成激進派的「佔

中」預演，市民又何必被他們綁架，成為其違法衝擊的棋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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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蘋果日報》發

表題為「從波羅的海人鏈看

香港的自主抗爭」的社論，

煽動香港人要學習波羅的海

三國民眾，以手拉手組成人

鏈的鬥爭形式「佔領中環」。

一個名為「香港人優先」的

本土派團體，照足了《蘋果日

報》方案，向警方申請「不反

對通知書」，揚言要在7月1日到

中區駐港部隊總部門外集會示

威，以「手繑手」形式包圍軍

營象徵封鎖駐港部隊。這說明

了《蘋果日報》和反對派為了

落實外國波士的「佔中」「柯

打」，已經到了非常猖狂的地

步。

這一組織聲稱：他們會在當

日下午5時起，在駐港部隊總部

大門車道兩側架起兩幅巨型橫

額，展示英女王頭像及「正統

香港旗」，又懸掛英國國旗及香

港旗並播放英國國歌，藉此

「宣示香港人主權」。香港已經

回歸祖國，中環的解放軍總

部，是中國主權的象徵，是中

國武裝力量維護國家領土完整

的象徵，反對派為了「佔領中

環」，公然煽動年青人揮舞外國

國旗，對駐港部隊的軍營進行

挑釁，侮辱人民解放軍，否定

中國主權，肇事者一定要承擔

後果。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蘋果

日報》瘋狂鼓吹「香港主體意

識」，「要對中國說「不」，還

說香港的管理「今不如昔」，大

力吹捧英國在香港進行殖民管

治獨裁專權的日子，緬懷英國

主子的「光輝歲月」。《蘋果日

報》不斷無事生非，挑撥離間

香港同胞和內地的關係。最

近，反對派和《蘋果日報》利

用解放軍的中環軍用碼頭大做

文章，攻擊特區政府「割讓」

土地給解放軍。《蘋果日報》

和反對派炒熱軍用碼頭話題，

目的不過是在回歸紀念日，否

定中國主權，為殖民勢力招

魂，製造反對中央政府的情

緒，為7月1日的暴力行動製造

藉口。

解放軍碼頭根據《1994年中英防衛用地協

議》而保留，是國際的協議，任何國家、任

何地方政府進行立法，都必須遵照和服從國

際協議。香港特別行政區受到國際協議約

束，也受到駐軍法約束。添馬艦本來就是英

國的軍事基地，本來擁有一個碼頭作為海軍

基地使用，防守內海。解放軍接收防務，當

然要繼續擁有海軍基地。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有責

任、有義務，向國家提供軍事用地。解放軍

根據中英防衛協議接收的碼頭，一直就存

在，後來因為要進行填海工程，所以當局有

責任在填海工程完成之後，還原海軍碼頭，

這是完成工程之後的償還，並不存在所謂

「割讓」的問題。

有人說，英國人作出保留軍事用地的承

諾，英國人已經走了，承諾就不算數了，這

可以說是對國際法的無知。英國是簽約方，

中國也是簽約方，基本法已經載明，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國防和外交由中央人民政府負

責。香港豈能拒絕執行協議？這是香港的法

律，特區政府有責任遵守，任何香港居民也

有責任遵守。如果有任何人知法犯法，就一

定受到香港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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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權輝升任稅務局長 嫻姐倡推政黨政治助施政

公僕團體晤鄧國威
盼入薪趨會表訴求

鄧國威繼日前約見公務員職方評議會代表後，昨日
再與多個公務員團體代表會面。香港公務員工會

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會後表示，目前4個公務員團體只
能參與薪酬水平調查委員會，卻不能參與每年進行的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認為當局在今次檢視機制時，
應一併把4個工會納入，「這個訴求我們說了10多年，
好多同事覺得不同工會有不同意見，當局不應大細
超」。

梁籌庭稱獲承諾研究

梁籌庭引述鄧國威指因建議涉及架構重組，故要先作
研究，又指鄧國威會上重申當局已考慮包括香港經濟狀
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況、職方對薪酬調
整的要求，公務員士氣等因素，但承認機制存在漏洞：
由於私人機構的工資結構有轉變，例如改以花紅或年終
獎金發放，令採集樣本出問題，故承諾會盡快進行檢

討。
梁籌庭又指，倘有工會正式要求政府成立仲裁委員

會，會予以支持，但公務員團體不希望置於市民的對立
面，無意發動「不合作運動」。

林國豪盼退出者「返回」

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主席林國豪則質疑，當局在
今次薪酬調整問題上未有顧及公務員士氣，令人失望，
又稱該會有意加入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但大前提是已
退出機制的3個警隊員方協會，以及紀評會的代表願意
重返委員會。

鍾國星：無意搞對立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鍾國星亦指，政府人員協會、
公務員總工會和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早前已發表聯合聲
明，不滿加薪幅度，倘政府願意更多考慮其他因素，可

以令風波結束，可惜當局卻不作任何改變。他重申，公
務員團體捍衛同事福利，不等於他們不支持特區政府施
政，又指公務員不希望與市民對立，相反政府牽頭加薪
低於通脹會令私人市場仿效，普羅市民也會「唇亡齒
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昨日與4個非職方評議會成員的公務

員團體代表會面，講解公務員加薪幅度。多名代表質疑行政會議在今次薪酬調整上，未有考慮公

務員士氣等其他因素，同時指稱政府「大細超」，要求當局全面改革薪酬趨勢調查機制，包括納

入4個跨部門工會的代表，確保更全面掌握員方的意見。

■多個公務員團體代表昨日與鄧國威會面，要求政府

全面改革薪酬趨勢調查機制，包括納入4個跨部門工會

的代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黃權輝 ■吳靜靜

■陳婉嫻昨建議政府推行政黨政治，加強溝通。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