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民間組織
「愛港之聲」召集人高達斌及成員陳廣文
等，昨日就facebook刪除其群組「愛港之聲
(討論區)」早前遭刪除，與立法會資訊科技界
議員莫乃光會面，要求對方跟進事件。高達
斌在會後引述對方指會跟進事件，包括協助
聯絡facebook方面，了解群組遭刪除的原因。

憂意見不合遭攻擊 fb變「一言堂」

高達斌昨日在與莫乃光會面後指，是次事
件「愛港之聲(討論區)」被facebook刪除，估
計是某些人對他們的言論不滿而發動大量投
訴，令他們的群組在facebook機制下被刪除，
很明顯是有人在打壓言論自由的網上欺凌，
並憂慮倘因意見不合就遭攻擊，未來facebook
將會變成「一言堂」，甚至禍延其他非政治
的群組。
陳廣文則表示，自己曾向facebook投訴群組

遭刪的理由，並寄出過中文電郵詢問，但對
方未有回覆，而莫乃光在會面中則答允會協
助他們寄出英文電郵查詢。
莫乃光在會面後指，他也希望了解facebook

刪除群組的政策，並提高刪除群組的透明
度，未來會盡量聯絡，希望對方能清楚交
代。會面上。他們也討論到網絡欺凌的問
題，自己建議「愛港之聲」可就問題去信立
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及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
委員會要求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張易)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楊甦棣

昨日在離任前與記者茶敘，談到

香港普選的問題，聲稱他支持香

港在2017年普選特首，並希望

「佔領中環」行動可「依法進

行」，又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

立法會議員午宴是好的開始，

希望雙方繼續溝通，而自己至

今未有機會與張曉明在港會

面。

竟稱冀「佔中」可「依法進行」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香港政制發展並不

是楊甦棣的權力範圍，而是中央

政府及特區政府的事宜，楊甦棣

不應對此指指點點，干預香港的

內部事務。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批

評，美方無權插手香港事務，

而中央政府已經承諾給予港人

普選，不用美國人擔心：「關

佢(楊甦棣)咩事，香港又不是美

國的殖民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

策動的違法「佔領中環」運動不得人

心，南區區議會於昨日討論關於反對

「佔中」破壞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及衝擊

香港法治基礎的議案，但該區多名民主

黨區議員竟發動「拉布戰」，透過在其

他議程提出瑣碎無聊或小修小補的修

訂，令議會拉鋸逾8個小時後仍未進入

「反佔中」討論。各黨派及獨立區議員

均批評，反對派濫用程序，耗費人力物

力，又質疑民主黨聲稱「爭取民主」，

卻剝奪他人表達「反佔中」聲音的基本

權利。

議員麵包充飢留守開會

香港社會各界齊反「佔中」，南區獨

立議員陳富明及民建聯議員朱立威昨日

計劃在大會提出「南區區議會反對有個

別人士發起『佔領中環』行動，破壞香

港金融中心地位，衝擊香港法治基礎」

的動議，並被大會列為第七項的討論事

項。不過，民主黨區議員柴文瀚、區諾

軒、羅健熙及徐遠華等乘機發動「拉

布」。

該批反對派區議員在會議期間大玩文

字，就其他議題諸如房屋、交通等提出

小修小補的修訂，刻意拖延「反佔中」

的討論。結果，由下午2時半開始的大

會，至昨晚深夜仍未進入「反佔中」討

論，議員一直只能以麵包充飢，留守開

會。

區諾軒聲稱，同僚要明白今日造成

「如斯境況」，是因為有人把不適合的議

程放入區議會，故即使令議會即時翻譯

員無辜被牽連，也一定要「抗爭」。

最後，由於傳譯要「收工」，會議於凌

晨通過中止討論，並於7月26日再續。

朱立威：「暴力政治」難阻民意

朱立威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

言，不少南區街坊對「佔領中環」行動

感到擔憂，尤其是區內不少巴士線途經

中環，居民也擔心一旦中環遭癱瘓，每

天上下班及生活也受影響，自己身為區

內民意代表，有責任表達地區民意，因

此提出反「佔中」動議。他批評反對派

議員濫用議會程序，一方面聲言要「爭

取民主」，一方面卻剝奪別人表達自

由，更語帶恐嚇指要其他持相反意見的

議員「付出代價」，是精神上的「暴力

政治」。不過，他會堅持反對違法「佔

中」運動，希望反對派尊重香港法治，

透過合法途徑表達政治立場。又指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旦中環被癱瘓，

勢必帶來負面影響，動搖香港的經貿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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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5℃ 雷暴
河　　內 28℃ 34℃ 密雲
雅 加 達 23℃ 31℃ 多雲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6℃ 32℃ 密雲
新 德 里 28℃ 38℃ 多雲
首　　爾 24℃ 29℃ 多雲
新 加 坡 25℃ 31℃ 雷暴
東　　京 26℃ 32℃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9℃ 14℃ 驟雨

悉　　尼 9℃ 19℃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21℃ 有雨
雅　　典 25℃ 36℃ 天晴
法蘭克福 15℃ 22℃ 多雲
日 內 瓦 11℃ 25℃ 天晴
里 斯 本 25℃ 38℃ 天晴

倫　　敦 15℃ 22℃ 多雲
馬 德 里 20℃ 36℃ 天晴
莫 斯 科 12℃ 21℃ 天晴
巴　　黎 15℃ 24℃ 密雲
羅　　馬 18℃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4℃ 38℃ 天晴

檀 香 山 23℃ 31℃ 天晴
洛 杉 磯 16℃ 23℃ 毛毛雨
紐　　約 22℃ 35℃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毛毛雨
多 倫 多 25℃ 37℃ 天晴
溫 哥 華 17℃ 24℃ 天晴
華 盛 頓 25℃ 37℃ 天晴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3℃ 雷暴
河　　內 28℃ 36℃ 驟雨
雅 加 達 25℃ 34℃ 薄霧
吉 隆 坡 25℃ 34℃ 驟雨

馬 尼 拉 24℃ 31℃ 多雲
新 德 里 32℃ 45℃ 天晴
首　　爾 20℃ 32℃ 多雲
新 加 坡 26℃ 32℃ 多雲
東　　京 21℃ 26℃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8℃ 15℃ 驟雨

悉　　尼 8℃ 19℃ 天晴

阿姆斯特丹 11℃ 22℃ 雷暴
雅　　典 24℃ 34℃ 天晴
法蘭克福 14℃ 28℃ 多雲
日 內 瓦 16℃ 29℃ 天晴
里 斯 本 17℃ 23℃ 多雲

倫　　敦 12℃ 20℃ 明朗
馬 德 里 18℃ 33℃ 多雲
莫 斯 科 12℃ 23℃ 有雨
巴　　黎 14℃ 21℃ 有雨
羅　　馬 15℃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1℃ 36℃ 大風

檀 香 山 23℃ 29℃ 大風
洛 杉 磯 16℃ 26℃ 多雲
紐　　約 14℃ 24℃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多雲
多 倫 多 19℃ 28℃ 多雲
溫 哥 華 12℃ 17℃ 多雲
華 盛 頓 16℃ 25℃ 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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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局部地區有雷暴

氣溫：27℃-31℃ 濕度：65%-90%
潮漲：04:50(2.0m) 18:29(1.3m)
潮退：11:40(0.9m) 22:24(1.1m)
日出：05:49 日落：19:10

20/7(星期六) 21/7(星期日) 22/7(星期一)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15－40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50－70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23/7(星期二)

氣溫：26℃-30℃

濕度：70%-95%

大致多雲有驟雨

及狂風雷暴

氣溫：26℃-30℃

濕度：70%-95%

大致多雲有驟雨

及狂風雷暴

氣溫：27℃-31℃

濕度：65%-90%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氣溫：26℃-30℃

濕度：70%-95%

大致多雲有驟雨

及狂風雷暴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22℃ 30℃ 多雲
長　　春 21℃ 24℃ 有雨
長　　沙 29℃ 36℃ 多雲
成　　都 22℃ 27℃ 驟雨
重　　慶 26℃ 30℃ 驟雨

大　　連 21℃ 24℃ 有雨
廣　　州 25℃ 33℃ 有雨
貴　　陽 21℃ 26℃ 密雲
海　　口 25℃ 33℃ 雷暴
杭　　州 27℃ 37℃ 多雲
哈 爾 濱 22℃ 26℃ 有雨
合　　肥 27℃ 35℃ 多雲

呼和浩特 17℃ 28℃ 多雲
濟　　南 23℃ 28℃ 有雨
昆　　明 18℃ 24℃ 有雨
蘭　　州 16℃ 28℃ 驟雨
拉　　薩 13℃ 24℃ 密雲
南　　昌 26℃ 35℃ 多雲
南　　京 27℃ 36℃ 多雲

南　　寧 26℃ 33℃ 多雲
上　　海 28℃ 35℃ 多雲
瀋　　陽 22℃ 25℃ 有雨
石 家 莊 22℃ 30℃ 多雲
台　　北 27℃ 29℃ 有雨
太　　原 18℃ 30℃ 天晴
天　　津 23℃ 29℃ 有雨

烏魯木齊 18℃ 27℃ 多雲
武　　漢 27℃ 35℃ 天晴
西　　安 22℃ 31℃ 多雲
廈　　門 24℃ 28℃ 有雨
西　　寧 10℃ 22℃ 驟雨
銀　　川 18℃ 30℃ 多雲
鄭　　州 24℃ 30℃ 有雨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7℃ 33℃ 雷暴
河　　內 26℃ 32℃ 密雲
雅 加 達 24℃ 32℃ 有雨
吉 隆 坡 25℃ 33℃ 驟雨

馬 尼 拉 26℃ 33℃ 多雲
新 德 里 27℃ 36℃ 雷暴
首　　爾 24℃ 30℃ 密雲
新 加 坡 25℃ 31℃ 雷暴
東　　京 25℃ 31℃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12℃ 17℃ 驟雨

悉　　尼 14℃ 21℃ 有雨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26℃ 天晴
雅　　典 23℃ 31℃ 天晴
法蘭克福 18℃ 30℃ 多雲
日 內 瓦 17℃ 26℃ 雷暴
里 斯 本 16℃ 28℃ 多雲

倫　　敦 18℃ 28℃ 天晴
馬 德 里 21℃ 35℃ 多雲
莫 斯 科 12℃ 24℃ 有雨
巴　　黎 19℃ 30℃ 雷暴
羅　　馬 19℃ 29℃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5℃ 35℃ 多雲

檀 香 山 23℃ 31℃ 天晴
洛 杉 磯 18℃ 30℃ 天晴
紐　　約 26℃ 36℃ 多雲
三 藩 市 12℃ 22℃ 天晴
多 倫 多 23℃ 32℃ 驟雨
溫 哥 華 15℃ 24℃ 天晴
華 盛 頓 27℃ 36℃ 多雲

非法手段迫中央就範 必遇強硬反制

劉兆佳責「佔中」撕裂香港

劉兆佳昨日出席其新書發布會，並以「思

考香港的政治」為主題與讀者分享。他認

為，中央及香港反對派的分歧太大，倘各方

都視2017年的特首選舉是「終極方案」，只

會成為「零和遊戲」，尤其2017特首選舉討

論涉及「政權爭奪戰」問題，甚至被引伸到

將來「一國兩制」發展路向是按照中央還是

反對派的路徑，或進一步令中央從保衛國家

利益的觀點出發，亦令各方面的妥協空間很

小。

籲各界勿抱「一戰定輸贏」心態

他坦言，自己至今仍看不到一個能令各方

認同的方案，故對政改問題毫不樂觀，並期

望各界不要抱持「一戰定輸贏」心態，而從

廣義角度說，政改諮詢早已透過「佔領中環」

及真普聯等渠道帶出討論，中央政府亦把底

線說明，現正進行互動局面。

劉兆佳又質疑「佔中」缺乏強大及高度紀

律的領導及策略，難以控制誰會介入參與，

隨時出現不可預知後果，令到目標達不到，

反而觸發連串衝突：「一出現亂局，會否令

香港人對民主運動的信心及支持度受影響

呢？」

「港人始終有守法觀念」

他續說，「佔中」的動員力成疑，「香港

人始終有守法觀念，除非大部分人認為香港

體制、法律及政策嚴重不公義及缺乏認受

性，才會令大部分人以不守法行為衝擊現有

體制，但現時根本未到這地步」，更擔心

「佔中」未發生，已率先加劇與愛國愛港力

量的矛盾，造成香港內部進一步撕裂，從而

改變港人對「佔中」的看法，再生變數。

劉兆佳坦言，中央要在13億人民中樹立權

威，加上正面對美國爭奪亞太區的挑戰，

「『佔中』是否真的能令中央就範？⋯⋯你用

非法手段迫中央就範，在整個對內對外的環

境下，我相信中央好難答應。」相反，中央

會對這種脅迫態度愈來愈擔憂，「愈『驚』

就採取愈強硬態度，作出反制」。

中央特區關係料趨「三化」

就「佔中」發起人陳健民聲稱，有政圈朋

友指有人放風，提出「容許低門檻、容許反

對派入閘」的建議試水溫，但條件是白紙黑

字列明中央可以不任命，甚或罷免選出來的

特首。劉兆佳認為，中央任命及罷免特首的

權力早已蘊藏於《基本法》，而委任後再罷

免所引發的政治震盪更大，故質疑中央以此

作為交換條件的可能性低。但他相信，不論

是否有政改問題，中央將來亦會把與特區政

府之間的關係制度化、細緻化及程序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

派策動違法的「佔領中環」，備受香

港社會各界質疑。原中央政策組首席

顧問、全國政協委員劉兆佳昨日在出

席其新書發布會時指出，中央需要面

向13億人民，並正面對美國爭奪亞太

區的挑戰，「佔中」此等非法的脅迫

手段只會令中央感到擔憂，反過來採

取強硬的反制，而「佔中」未發生，

已進一步撕裂香港，一旦出現亂局，

更會影響港人對民主運動的信心及支

持度。

料中央增溝通 導政改討論返正軌

鴿黨「拉布」8小時 阻南區「反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就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首次應邀到立法會與議
員午宴，原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全
國政協委員劉兆佳昨日分析稱，這反
映了中央有意重奪政治話語權，未來
會突破更多「禁區」與不同人士溝
通，以營造更有利符合「一國兩制」
原則的政改討論。
劉兆佳昨日在其新書《回歸後的香港

政治》發布會。書中探討香港政治發
展，包括談到港式民主前途。他在書中
指，香港過去20多年來的民主歷程儘管
不算平坦，但大體上尚算順利，而前景
則可謂光明，又批評「反共民主派」和
西方人士對香港的民主發展形式和步伐
屢加批評，稱香港應馬上進行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雙普選，並聲言「雙普選」對
香港只會有百利而無一害，但他認為這
個論斷毫無深入研究作基礎，只是不負
責任的武斷之論，批評者對香港的民主
成果視而不見，只顯示其缺乏歷史感和
對民主發展規律的認識。

張曉明訪立會發言正視聽

劉兆佳昨日在發布會後的讀者分享會
後，回應張曉明首次與立法會午宴時則
指，中央政府過去為免被指干預香港事
務，習慣採取「避忌態度」，因此喪失
了不少話語權，令港人跟從了反對派一
套。近年，中央已更主動在香港重大問
題上表述立場，而張曉明到訪立法會發
言正正是貫徹新作風，盡量爭取話語
權，扭轉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及《基
本法》認識的偏差，希望營造更有利符
合「一國兩制」原則的政改討論。
他又相信，中央亦不介意突破禁區，

與過往較少接觸的人士溝通，預期未來
張曉明會發表更多有關政治的言論，但
強調開放不等同開明，溝通亦不等於願
意接受對方的建議及憂慮。
另外，劉兆佳早前已獲政府邀請出席

下月1日行政長官梁振英的飯局，但他
不清楚聚會討論內容，也不知是否為政
改「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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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愛港之聲」促立會跟進fb刪群組

■劉兆佳親自介紹新著。 彭子文 攝

■南區區議會討論「反佔中」動議。 劉國權 攝

■「愛港之聲」就facebook群組遭受網絡攻

擊一事要求立會介入。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