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祺逢：無錢請人太太幫拖

葉國謙昨晨出席深水 區議會會議，向當區區議員匯
報他在立法會的工作並與議員交流。多名區議員趁此機
會向葉國謙大吐苦水。獨立區議員李祺逢指出，目前地
舖月租動輒要三四萬元，令他無奈要「越做越高」—
議員辦事處現時設於一幢樓宇的23樓單位內，但月租仍
要過萬元。由於資源緊絀，他只能夠僱用1名助理天天

「相依為命」，還要勞煩太太來辦事處做義工，「你叫我
點做落去」。

梁文廣：不准單買軟件過時

區議員梁文廣則不滿政府制定的可購買資本物資清
單，多年來都沒有更新，部分內容與現實脫節，例如要
求電腦軟件必須與電腦同時購買，忽視了議員辦事處為
電腦更新軟件的需求，同時卻仍然容許議員購買膠片投

影機。他希望可以取消有關清單，讓議員為辦事處添置
設備時更具靈活性。

黃達東：助理工資貼近低資

民建聯區議員黃達東則為其助理抱不平，坦言議員助
理工時十分長，星期六日經常要加班，但月薪僅得八九
千元，相信議助的時薪「已十分接近法定最低工資要
求」。民建聯區議員劉珮玉則強調，區議員及區議員助
理是政治人才的搖籃，「如果政府真的有心鼓勵有心人
從政，政府在這方面應要有積極動作」，解決香港政治
人才不足的問題。

葉國謙在回應時表示，接獲很多區議員反映營運辦
事處十分困難，自己一直有向政府反映，而民政事務
局局長曾德成，以至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都知悉，並相信當局會積極考慮他的提議。
他並強調，區會最基本的責任是和巿民溝通收集民
意，政府應該提供足夠支援讓議員能履行職責，又期
望政府於今年底有具體回應，並趕及在2014年為區議員
帶來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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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中情局僱員斯諾登匿身香港，揭露美國自2009

年開始入侵香港的電腦，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大反響。

本來，「叛諜」事件內情重重，故事離奇曲折，理應是

傳媒喜聞樂見的題材。然而，《蘋果日報》對於有關新

聞卻異常低調，除了在事發後首日有較多篇幅報道外，

之後便故意淡化事件，對於斯諾登揭露美國入侵兩地電

腦等重要消息只是草草處理。更甚的是，《蘋果》還開

始對斯諾登展開一輪人格謀殺行動，先是指他私生活不

檢點，暗示他揭露美國醜聞是別有內情，及後更指他與

中國有關，等等，意圖轉移事件的焦點。

《蘋果》不敢向美國主子開火

事實上，如果「叛諜」不是來自美國，而是來自美國

的對手國家，《蘋果》的編採方針肯定會出現一百八十

度轉變，每日必定是連篇累牘的歌頌「叛諜」如何為正

義不惜犯險，如何英雄偉大；繼而每日都會有大量的報

道及評論批評，並且要求反對派在立法會追究此事，甚

至向聯合國投訴云云。但現在，《蘋果》在報道斯諾登

事件上卻是諸多顧忌。儘管美國政府侵犯他國人權的惡

行已是罄竹難書，美國儼如恐怖分子般隨意入侵香港電

腦觸犯眾怒，但《蘋果》就是不敢出聲，甚至沒有一篇

社評或評論批評美國。為什麼會這樣？說穿了，就是屁

股決定腦袋，說明《蘋果》不敢向美國主子開火，當中

正正暴露出壹傳媒老闆、反對派金主黎智英與美國中情

局之間見不得光的關係。

斯諾登在訪問中爆料指，中情局有一個分站就在美國

駐港總領事館。據透露，中情局在香港不只一個分站，

但設於駐港總領事館的分站角色自然更為重要：一方面

負責收集本港情報，定期在使館內聽取反對派議員對政

局的最新匯報，而民主黨涂謹申正因為提供的情報「有

料到」，所以被領事館定為「頭號保護人物」；另一方

面，中情局也負責指揮接受美國金援的政黨、團體、組

織以至媒體，在本港發動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行動，近日

各種所謂機密的文件亂飛，不排除也是中情局的「傑

作」。而不少與中情局關係密切的政黨機構，對於這次

被斯諾登「揭穿老底」，自然是避之則吉，《蘋果》又

怎會去亂捅馬蜂窩？

至於《蘋果》與中情局的關係，就必須從其老闆黎智

英說起。早年黎智英與第一任菲律賓籍妻子離婚後，與

《南華早報》前記者李韻琴結婚，而李韻琴的胞姊李偉

琴便是前民主黨主席楊森之妻。正是在這重關係下，

讓當時名不見經傳的黎智英與美國勢力在港代理人李

柱銘搭上了線。李柱銘更將黎智英推薦予港督彭定

康，開始了兩人「政媒」的組合。1990年黎智英創辦

了《壹週刊》，開始在回歸前製造大量不利以至抹黑

中國內地的消息，得到英美當局高度評價；繼而在回

歸前的1995年更斥巨資創立《蘋果日報》，成為反對派

的主要喉舌，不過有關資金卻是來源成疑。值得注意的

是，由於以輿論製造政治亂局的模式在香港取得「成

效」，美國在2001年更將這套模式複製到台灣。為獎勵

黎智英的忠心報效，美國政府在1995年更透過設在三藩

市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向黎智英頒授該年度的傑出

民主人士獎。

黎智英創辦壹傳媒背後的美國身影

對於與中情局的關係，黎智英過去表面上一直不承

認，但他從來沒有向外界交代

其資金來源，尤其是近年其傳媒

集團盈利江河日下，但他仍然可以

面不改容地「燒錢」。黎智英「財來自有方」？終於

「維基解密」解答了社會的疑問。文件揭露黎智英在5年

內共捐出2.3億元的政治獻金予各反對派政黨及人士，

但這筆錢並未見於壹傳媒的帳目，即是屬於黎的「個人

捐贈」，這個數目顯然是高得不合情理。而在「黑金風

暴」中扮演「中間人」的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

Mark Simon，原來是美國政界在香港的「代理人」之

一，身兼共和黨香港支部主席，他曾在海軍服役主責情

報工作，及後來港經商，並成為黎智英近身助手。顯

然，Mark Simon就是擔任黎智英與中情局香港分站聯繫

的「中間人」，並負責處理有關金錢的事宜，說明了黎

智英與中情局密切的關係。

從黎智英的發跡到創辦壹傳媒集團，再到成為反對派

的金主和「港版四人幫」之一，背後都見到美國勢力

的身影。而《蘋果日報》、《壹週刊》等編採方針，

更完全偏向美國，不但對美國的政策塗脂抹粉，更配

合反對派在香港策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行動。然而，

這次斯諾登事件將重創美國的國際聲譽，並揭露美國

對本港政治的干預，《蘋果日報》自然必須「嚴守紀

律」，絕不能越雷池半步，絕不能做損害美國利益的事

情。因此，對斯諾登事件故意淡化處理，甚或轉移焦點

抹黑他人，意圖為美國主子推卸責任，也是他們「應盡

的責任」。

儘管美國入侵香港電腦觸犯眾怒，但《蘋果》就是不敢批評美國。說穿了，就是屁股決定腦

袋：《蘋果》不敢向美國主子開火，當中正正暴露出壹傳媒老闆黎智英與美國中情局見不得光

的關係。黎智英的崛起，主要是得到美國在港代理人李柱銘的賞識，並協助黎智英斥巨資創立

《壹週刊》和《蘋果日報》；而黎的近身Mark Simon更是美國共和黨香港支部主席，並擔任黎

智英與中情局香港分站聯繫的「中間人」。從黎智英的發跡到創辦壹傳媒集團，再到成為反對派

金主和「港版四人幫」之一，背後都見到美國勢力的身影。無論美國如何損害港人利益，《蘋

果日報》都只會為美國主子推卸責任。這倒讓港人看清了《蘋果》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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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反對派名嘴在關係美國切

身利益的事項上，必定會站在

美國鷹派的立場，對中國人破

口大罵。晚上聽到電台節目，

對於香港各界市民到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抗議美國侵犯人權，

要求美國公開道歉並作出賠

償，名嘴不以為然，認為這些香

港人大逆不道，居然夠膽對美國

的「反恐怖主義行為」作出挑

戰，這些人的品格和道德有問

題。名嘴嚴正地警告香港人「美

國是惹不起的」，「香港人可知

道，你們憑 什麼力量可以和

美國較勁？」「香港的經濟全部

都 靠 美 國 ， 如 果 美 國 惱 羞 成

怒，香港一定招架不住」。他又

向美國總領事館獻策：「香港

的左派和『民主派』，其實有一

樣東西是最害怕的，就是擔心

美國總領事館會拒絕向他們發

出到美國的簽證，如果美國發

出聲明，凡挑戰美國的人，他

們的家族和後代，都不會獲得進

入美國的簽證，這一招數一定產

生威懾作用，以後香港人就會噤

若寒蟬，沒有人夠膽到美國總領

事館示威了。」

奴才比主人更加兇惡，太監的

心情比皇帝更加焦急，這正是名

嘴的內心寫照。平日，名嘴言必

「美國優秀」，「美國民主」，

「美國自由」，「美國文化至高無

上」，「美國生活方式最好」，一

直以來謾罵中國，把中國文化踩

在地上，認為中國人乃「劣等民

族」。這一回，他用自己的醜惡

嘴臉和無賴恐嚇，揭穿了美國的

專橫和獨裁，香港雖然不在美國

的版圖之內，美國的法律也管不

到香港，但是，美國是「世界警

察」，喜歡什麼時候檢查港人和

特區政府的電郵、財務運作、通

話紀錄，這也是美國的權力。美國的權力就

是要凌駕國際法，凌駕中國主權。反正，我

已經侵犯你的隱私權，難道你可以奈美國

何？

在美國心目中，香港人就是二等公民。美

國國務院對香港政策文件，一向稱讚香港人

有民主素質，在反恐問題上大力支持和配合

美國，是美國的最好朋友。不過，「反轉豬

肚就係屎」，現在美國人以所謂「反恐怖主義」

借口，要徹底調查香港人，人人都是和基地

組織有關的嫌疑犯。反正，美國人根本就不

必講道理，不必遵守國際規矩，可以橫行霸

道，間諜手段可以公開進行。至於香港人的

人權，如果是針對美國，那是沒有的，你們

香港人可以針對中國、針對特區政府天天遊

行示威，美國一定支持你們。但是，你們到

美國總領事館遊行示威，你們就要承擔後果

了。

美國前副總統切尼認為，「學習中文」、

「在香港居留」、「在香港和中國有投資」，就

構成了成為中國間諜的三個基本元素，所

以，七百萬香港人一定是「中國間諜」的材

料。只要美國大官說一句「你是中國間諜」，

就可以發出逮捕令，引渡到美國受審。至於

證據，就不必提供了。

名嘴擺明車馬，公開嚇唬特區政府，美國

政府既然希望引渡斯諾登，特區政府就不要

說三道四，阻頭阻勢，因為香港惹不起美國

政府。美國可以有很多辦法修理香港，令香

港損失慘重。這就是最下流的流氓手法。美

國及其奴才，到了困窘不堪的時候，把民主

和自由、平等和公義，都丟到鹹水海去了。

哈巴狗午夜的引渡夢囈，倒是洩露了美國的

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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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區員加薪津
葉國謙盼年底覆

市民自稱「中國人」增2百分點

蘇錦樑：續鼓勵各業提升設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議員不辭勞苦地服務巿民，背後苦況不足

為外人道。在昨日深水 區議會會議上，多名議員向出席會議的立法會區議

會（第一）議員葉國謙大吐苦水，指目前租金高昂，令辦事處營運十分困

難，只能騰出八九千元僱用助理，被迫做「無良僱主」，有議員則投訴政府仍

然容許議員辦事處購買膠片投影機，卻不准買軟件更新電腦。葉國謙回應

說，他一直有向政府反映情況，並要求增加議員薪津，期望當局可於今年底

具體回應，以趕及於下年度提高議員的津貼金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昨日參觀兩間香港設計公司，並與本地設計師
交流，討論如何推廣更廣泛應用設計於生產及業務流程
之中。他說，香港一直是亞太區內領先的設計中心，匯
聚傑出的商貿和創意人才。當局將繼續向各行業推廣對
設計的認識，並鼓勵他們應用設計優化產品和服務，提
升競爭力。

訪兩設計公司交流推廣

蘇錦樑昨日首先到訪位於九龍塘創新中心的品牌顧問
公司。該公司提供全面品牌設計服務，包括品牌發展、企
業形象、室內設計及商品設計。他聽取公司代表介紹公司
的發展和經驗，並聽取多個成功品牌案例的介紹，了解
優秀設計在建立成功品牌上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蘇錦樑隨後到訪一間專門設計家居用品和禮品的公
司，參觀其自家設計的產品。該公司的主要行政人員是
曾奪得多個本地和國際設計獎項的知名產品設計師。他
十分欣賞該公司致力生產原創、時尚而實用的優質產
品，又與該公司的主要行政人員就如何推廣香港設計作
品互相交流。

蘇錦樑指出，特區政府已預留可觀資源推動創意產業
發展。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最近批准提高創意智優計劃的
承擔額，由3億元增至6億元。創意智優計劃為有助培育
人才、促進新成立企業發展、宣傳香港卓越設計及在社
會營造創意氛圍的項目提供財政資助。

政府並已承諾向香港設計中心提供接近1.5億元資
助，以支持中心在2012年至2015年期間的營運、以及推
行設計創業培育計劃和舉辦推廣設計的盛事。蘇錦樑

說：「我們希望通過政府與專業團體和業界合作，為
『香港設計』塑造一個富想像力、優秀、具創造力和風
格獨特的品牌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民意研
究計劃於6月10日至13日
訪問了1,055名香港市民，
以0分至10分獨立測試市
民對「香港人」及「中
國人」等身份的認同程
度，並於昨日公布調查
結果。調查稱，受訪者的
身份認同感評分較去年12
月的調查全數下跌：「香
港人」認同感較前下跌0.3
分至8.13分；「中國人」認
同跌0.67分至6.8分；對「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認
同感評分亦下跌0.28分至
6.11分；「世界公民」的評
分為6.83分；下跌0.23分，

「亞洲人」有7.71分，跌0.03
分；「中華民族一分子」
的認同感評分有7.38分，跌
0.33分。

調查又採「香港人」與
「中國人」身份「對立」的
提問方式，發現有38%受訪
者自稱為「香港人」，上升
11個百分點，自稱為「中國
人」有23%，上升2個百分
點，另有36%受訪市民自稱

「香港人」和「中國人」混
合身份，下跌13個百分點。

此外，自認為廣義「香
港人」的有62%，上升2個
百分點，自認為廣義「中
國人」的則有35%，下跌2
個百分點。

商務局率IT界赴大連軟交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昨日率領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代表團，啟程前往
大連，參加「第十一屆中國國際軟件和信息服務交易
會」（軟交會），推動內地與香港在資訊及通訊科技領
域上的交流和合作。此次軟交會設有香港館，展出15
間香港企業的創新產品和服務，藉以展示香港在資訊
科技方面的發展和成就，並讓香港業界與內地及海外
同業探討加強合作，開拓商機。

此次香港代表團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通訊及科技）何淑兒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賴錫璋率
領，成員包括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代表、軟交會
香港館參展商和演講嘉賓，以及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
代表等約50人。

在大連期間，代表團將會參觀大連高新科技開發特
區和大連天地信息技術區，探訪數碼娛樂、軟件和參
與培育計劃的企業，了解有關方面的最新發展。另

外，賴錫璋亦會與大連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官員會
面，就共同關注的事項交換意見，並探討合作機會。

合辦兩地信息技術發展論壇

特區政府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與軟交會組委
會將於本月21日共同主辦「內地與香港信息技術發展
交流論壇」，以「走出去　引進來」為主題，探討香
港及內地的資訊科技企業如何一起邁向國際，同時引
進海外企業參與中國內地的信息化進程。何淑兒將於
論壇致開幕辭，賴錫璋亦會作主題演講。

本屆軟交會於本月20日至23日在大連舉行。軟交會
由國家商務部、工業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科技部、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及遼寧省人民政府聯合主
辦，是國務院批准舉辦的中國軟件行業唯一國家級展
覽會，亦是內地最大規模和具國際影響力的資訊及通
訊科技行業年度盛會。

■葉國謙。 資料圖片

■蘇錦樑（左二）昨到訪一間品牌顧問公司，聽取公司

代表介紹公司的發展和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