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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選豈容英美干預 《蘋果》歪論暴露「誰是老闆」
香港普選屬於本港事務，屬於一國的主權事宜，任何外國政府都沒有權指指點點甚或干預。
普選是中央政府主動向港人承諾，而非《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所依據的亦只有基本法與人
大常委會決定，英美等國在本港普選進程中並沒有任何角色。然而，自年初以來，外國勢力介
入香港普選的動作愈來愈大，由暗室操作到公然表示提供「支援」
，已經嚴重違反了國際間互
不干涉原則，是公然侵犯別國主權行為。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社會各界理所當然要發聲批
評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的言論，但唯獨是《蘋果日報》繼續為英美辯護，更
不惜扭曲《中英聯合聲明》
，顛倒歷史事實，為外國勢力干預港事鋪路。《蘋果》的行為不啻
是為外國干預港事製造理據，配合外國金主奪權圖謀，究竟《蘋果》代表什麼人利益？誰才是
《蘋果》老闆？市民終於一清二楚。

完全違反了國際法，是開歷史的倒車。
「大英帝國」的「唱好」香港回歸
《蘋果日報》說英國有責任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協 才得到國際社會認同，這種奴隸哲
助香港達致普選。但《中英聯合聲明》沒有提到普選的 學、漢奸嘴臉實在令人惡心。
內容，原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行
不過，《蘋果》倒是說出了事實，「回歸前多位英國
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 首相包括馬卓安等曾一再表示英國不會放棄對香港的責
命」
。當中只提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行政長官，既然 任，英國不會讓香港孤單上路」；將馬卓安的講話聯繫
《聲明》沒有提及普選，英國現在又何來插手之理？事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的發言，
實上，是中央政府在基本法上加上普選的內容。因此， 「英國，除了從憲制這個重要的角度而言可以說會撤離
本港普選依據並非來自《中英聯合聲明》
，更非來自英 外，其實並不會離開香港」
，這些都說明外國勢力從來
美的「推動」
，而是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決定。《蘋果》 都沒有離開過香港，沒有放棄過插手香港內政，將香港
故意將《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混為一談，歪曲事實 變成反華橋頭堡的圖謀，而《蘋果日報》由成立第一天
法理，不過是為英國的干預張目。
開始就已經擔當其喉舌角色，為老闆效犬馬之勞。
不要忘記，當年就是李柱銘將黎智英推薦予彭定康，
為外國干預港事張目令人不齒
開始了兩人「政媒」組合。1990年黎智英創辦了《壹週
更可笑的是，《蘋果》還捏造事實對英國大肆吹噓， 刊》
，在回歸前製造大量不利以至抹黑內地的消息，得
指「要不是當年英國大力游說國際社會支持中英聯合聲 到英美當局高度評價；繼而在回歸前的1995年斥巨資創
明，承諾確保香港的制度、自由與生活方式不變，承諾 立《蘋果日報》
，成為反對派喉舌。多年來，《蘋果日
確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國際社會未必願意接受香港的 報》、《壹週刊》等編採方針，完全是為外國金主服
轉變，香港的過渡也不會如此順利」
。英國政府為香港 務，毫不避嫌的為英美政策塗脂抹粉，密切配合反對派
平穩過渡出力？這種大話恐怕只有《蘋果》夠膽大放厥 各種衝擊特區政府的政治行動。在斯諾登事件上，《蘋
、李柱銘、余若薇、陳方安生、陳日君等，對於美
辭。眾所周知，英國政府一直希望以「主權換治權」
， 果》
但最終無功而還，於是大幅改變對港政策，通過急速民 國入侵香港電腦行徑不敢批評半句，更為華府對斯諾登
主化建立對抗中央的力量，為回歸後的管治埋下炸彈。 進行人格謀殺，意圖為主子推卸責任。說穿了，就是屁
中央政府為確保香港的順利過渡與英美等勢力展開多輪 股決定腦袋，香港人從來都不是《蘋果》的老闆，《蘋
角力，經歷過回歸前後的市民相信都歷歷在目。現在 果》自然沒有義務為香港利益服務。

對於施維爾公然干預本港普選事宜，並表示準備為香 政，理應受到國際社會譴責。
港實行普選提供「支援」
。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隨即予
干涉別國內政理應嚴厲批評
以反駁，繼特首梁振英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
在主權問題上從來容不下半點含糊，施維爾的言論隨
人，明確表示2017年普選與英國政府無關，無須英國政
府「支援」
，也不容外國政府指手劃腳之後，外交部發 即引發香港社會廣泛批評，但唯獨是《蘋果日報》連續
言人洪磊昨日更嚴正要求英方立即停止對香港內部事務 兩日大篇幅地報道，並借李柱銘之口對英國干預表示
，《蘋果》更發表社論，指「英美關注香港普選
進行任何形式的干涉。政制發展既是香港內部事務，也 「歡迎」
屬於中央政府的主權範疇。根據國際法互不干涉內政原 理所當然」，原因是「英國是九七年前管治香港的國
則，任何國家都無權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間接地對別國進 家，是設立香港現時憲制地位的關鍵力量，也是中英聯
，所以「英國對香港九七年後的發展
行干涉，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國的內政與外交事務， 合聲明的簽署國」
更負有不可推卸的條約責任⋯⋯更有必要扶香港一把，
不得以任何手段強迫他國接受別國的意志、社會政治制
。
度和意識形態，否則就違反了國際法。施維爾的言論如 令香港順利落實一套符合國際公認標準的民主政制」
果只代表他個人，英國政府理應對其作出懲處；如果他 《蘋果》的社論不但故意扭曲《中英聯合聲明》內容，
代表的是英國政府，則意味英國罔顧國際法干涉中國內 更以歪論為外國勢力干預港事鋪路，這種「干預有理論」 《蘋果》反將香港順利過渡歸功於英國，還說幸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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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金膺票王
四太隊保一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禹、柯景風 澳門報道）經

過12小時投票及7小時點票工作後，澳門第五屆立法
會選舉14名直選議員昨日凌晨誕生。澳門民聯協進
會（民聯）成為本次選舉的大贏家，陳明金名單以
26,385票為成票王，更一口氣攻下3席。以梁安琪為
首的澳發新連盟名單取得13,086票，僅能令第一候
選人梁安琪（四太）成功連任，第二候選人黃昇雄
卻以16票之差落選。梁安琪指出，是次投票有多達
逾4,000張廢票，表明會提出上訴。

是 何潤生、施家倫、高天賜、梁安琪、關翠杏、吳國昌、

次透過直選產生的14個席位，分別由陳明金、麥瑞權、

區錦新、陳美儀、鄭安庭、黃潔貞、宋碧琪及梁榮仔當選。
此外，賀一誠、高開賢、鄭志強、崔世平、林香生、李靜
儀、崔世昌、歐安利、陳亦立、陳虹、張立群、陳澤武12人
當選間選議員。
第十三組澳門民聯協進會成為本次選舉的大贏家，共取得3
個立法會直選議席，第一候選人陳明金不僅連任，更以26,385
票成為今次的票王。此外，第八組澳粵同盟、第九組新希
望、第十四組群力促進會分獲兩席，第一組澳發新連盟、第
五組民主新澳門、第六組同心協進會、第十二組改革創新聯
盟、第十九組民主昌澳門各得一席。

陳：將實踐參選政綱理念

■澳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昨日凌晨完
■澳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昨日凌晨完
成點票，並公布結果。
成點票，並公布結果。
中通社
中通社
參與投票，較上屆多2,874人。投票率則為55.02%，較上屆低
4.89個百分點。對於今屆投票率較低，澳門立法會選管會主席
葉迅生表示，除了要考慮選民人數的增加外，還要考慮選民
的意願和社會狀況，具體情況有待分析。葉迅生又指出，今
次選舉共出現4,345張廢票，數目雖然比上一屆少，但選管會
仍會分析和研究產生眾多廢票的原因。他亦再次譴責3名候選
人擾亂票站的情況，他形容這種行為是「無理取鬧」
，他亦指
事件是導致選管會延遲公布投票情況和點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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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間選議員名單同日公布

在奪得3個直選議席後，陳明金稱，事前從未想過民聯協進
會可以取得立法會3個議席，對此有點意想不到。他表示，過
去8年與吳在權議員所做的工作獲廣泛肯定，競選宣傳期間走
遍全澳每個角落，聽取市民的訴求，3人當選後將按參選政綱
實踐理念。
第一組澳發新連盟取得13,086票，第一候選人梁安琪成功連
任，但第二候選人黃昇雄以16票之差，排在第九組新希望第
二候選人梁榮仔之後，排第十五名而落選。梁安琪在接受訪
問時表明會提出上訴，她稱，今次投票有4,000多張廢票，其
駐站代表在點票期間「拗唔到」
。

新一屆立法會12名間選議員名單昨日亦公布，工商、金融
界的賀一誠、高開賢、鄭志強、崔世平，勞工界的林香生、李
靜儀，專業界的崔世昌、歐安利、陳亦立，社會服務及教育界
的陳虹，及文化及體育界的張立群、陳澤武等12人當選。
據統計，本屆立法會選舉間選整體投票率79.51%，投票的
法人選民代表共4,521人。5個間選界別中，以勞工界別投票率
最高，為92.04%，投票選民775人；投票率最低為文化及體育
界別，為69.18%，投票選民1,210人，新增的社會服務及教育
界別投票率為80.07%，投票選民1,350人。
此外，新一屆立法會另外7名委任議員則由行政長官於收到
票數創新高 投票率反跌
《立法會選舉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款所指的總核算結果
據統計，本屆直選總投票人數為歷屆之冠，共有151,880人 後，於15日內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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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在報章撰文，認為
每日150個單程證
配額毋須減少。黎
棟國指，單程證制
度的實施，旨在讓
內地居民來港與家
人團聚，不是輸入
人才計劃，其審批
■黎棟國
制度有明確的憲法
基礎，及清晰的政策目標，認為沒有任何理據改
變由內地主管部門進行的審批工作。
黎棟國說，有意見認為單程證配額過多，但也
有維護家庭團聚的聲音，要求盡早讓港人內地家
人來港團聚，訂立配額，正好讓為數不少的港人
內地家人有秩序來港定居，確保政府有制定配套
措施，配合他們定居需要。政府在推算未來人口
增長時，已將單程證來港人士計算在內，各部門
在規劃政策服務時，已顧及這方面的需要。
對於社會有聲音要求檢討個人遊計劃，黎棟國
說，政府正就香港整體承受力，和接待旅客的能
力進行評估，完成後會與內地相關部門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柯
景風 澳門報道）澳門特別
行政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順
利完成，澳門中聯辦負責人
向即將組成的新一屆立法會
表示祝賀。
澳門中聯辦負責人表示，
立法會選舉是澳門居民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特區政
府依法組織選舉，社會各界
和廣大居民認真行使澳門
《基本法》賦予的民主權
利，這是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
的具體體現。相信新一屆立
法會一定會依照澳門《基本
法》規定，認真履行職責，
與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密切
配合，共同為推動澳門各項
事業發展、促進澳門長期繁
榮穩定做出貢獻。

青民將設專才服務車助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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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7月，民建聯會員已逾2.3萬人，在本
地政團中數一數二，但民建聯仍不遺餘力拓展
新血，轄下設組織「青年民建聯」
，而近年更開
辦政治專才文憑課程，及舉辦考察團等，吸引有
志投身社會人士加入。民建聯副主席、專業事務
委員會主席張國鈞，民建聯油尖旺區議員、宣傳
及公關委員會主席葉傲冬，及民建聯中西區支部主席
陳學鋒昨日與傳媒茶敘時，就談到民建聯未來一年的
路向，冀吸納更多青年及專才加入民建聯，更透露將
以類似流動服務車的方式，讓不同領域專才，到地區
服務，填補區議員服務之餘，可「人盡其才」
。

葉傲冬：盼成民建聯人才庫

■張國鈞

■葉傲冬

張國鈞：「人盡其才」為宗旨

張國鈞補充指，不少有志投身社會的專業人士未
必會放下本身工作，不會全身投身政圈，多數較為
宣傳及公關委員會主席葉傲冬表示，正擬定計劃
及方向增加青年及專才在民建聯的比例，讓青年民 願意參與周邊義務或支援等工作，而民建聯在招攬
，未來亦計劃設立流動服務
建聯可循有關方向拓展更多「有質素、年輕專業」 會員時亦會「人盡其才」
的成員，但仍在初步計劃當中。他又指，民建聯期 車，讓不同專才到地區接觸街坊，令民建聯服務更
望未來在形象上作改革，讓更多專業及青年加入， 細緻之餘，更可培養專才及青年的專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成為民建聯的人才庫。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
大臣施維爾日前發表一篇文
章，表示英國為香港政制發展
隨時準備提供任何支援。文章
公開後立即受到社會各界強烈
批評。然而，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接受反對派喉舌《蘋果
日報》訪問時，聲稱英國有責任就
香港普選出聲，甚至認為英國早該
發聲，護主心切的漢奸嘴臉表露無
遺。事件再次揭露這些英美勢力在
香港扶植的代理人，只會維護英美
利益，廣大愛國愛港的市民，須時
刻警惕這些出賣國家和香港利益的
人，避免落入外國勢力圈套。
香港的政制發展是中國主權範圍
內部事務，英國以至其他西方國家
企圖藉政制事宜干預，任何愛國愛
港的市民都會反對。李柱銘作為英
美勢力扶植的代言人，說出維護英
國損害港人利益的言論，和廣大市
民從國家和香港利益設想的出發點
截然不同，形成了強烈對比。英國
高官表達了介入香港的言論，李柱
銘立即附和英國「有責任為港人抱
不平」，甚至「嫌英國出聲出得
遲」，處處顯露維護英國利益的嘴
臉。他又以普選作為掩飾，再以
「國際」二字為英國在香港事務上
說三道四製造借口，認為隨 英國
的表態，政改問題有望提升到國際
層次云云。
繼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對香港
普選妄加評論後，英國又在短期內
聲言會支援香港普選，反映英美勢
力正向香港的英美代言人發施號
令，要求裡應外合，李柱銘甘當英
美反中馬前卒，須要即時為這些損
害國家利益的主張在香港唱和，公
然和這些外國勢力聯手干預香港政
制發展和普選，凸顯李柱銘出賣國
家利益的險惡用心。「維基解密」
早已披露，李柱銘就是英美扶植的
港版「四人幫」之一，這些人成為
美國滲透香港的工具。越來越多的
事實被揭發後，李柱銘的賣國行為
已無所遁形，在國家核心利益面
前，李柱銘想到的是英美利益，從
無考慮到外國勢力介入會損害香港
的繁榮穩定。
長期以來，李柱銘經常尋求西方
國家「制裁」中國，他亦樂此不疲
馬 向英美政府就香港情況「告狀」，
彥 甚至多番邀請英美政府干預香港事
務，盡顯他不惜冒漢奸之名服務英
美政府。李柱銘有「現代吳三桂」
的稱號，他為美國服務的許多言
論，香港人都不會忘記。就在最近的斯諾登事
件中，特區政府已聲明，在未獲得足夠資料處
理臨時拘捕令的情況下，並無法律依據限制斯
諾登離境，這說明美國要求特區政府遣返斯諾
登沒有道理，但李柱銘竟然要香港向美國作出
交代，他所謂相信法院會依法辦事，原來是要
將斯諾登「依法」送回美國受審，對於美國粗
暴侵入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網絡，卻倒過來指特
區政府不是。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
夫大使館，殺死了中國記者和公民，李柱銘在
立法會卻以英語發言，為美國的法西斯行為辯
護，漢奸形象顯露無遺。
香港回歸16年，英國仍要干預香港事務毫無
道理，現在甚至要以歪理歪曲《中英聯合聲
明》
，為英國粗暴介入香港政制製造借口，愛國
愛港者都必會義正嚴辭地駁斥。李柱銘不惜為
英美主子內外勾結，損害香港繁榮穩定，必被
廣大熱愛香港的市民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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