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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勢力一直在影響 香港的政黨，一直操縱 香港

某些傳媒，一直有心戰室的運作。《蘋果日報》在每一

次反對派的大規模動作中，都起 指揮、煽動、組織的

作用，選舉是如此，政改更是如此。假如某一個政黨不

聽話，《蘋果日報》就發揮「打棍子」的作用。所以，

小小一個「學民思潮」，也可以綑綁公民黨和民主黨，

一起搞公民提名、選舉方案公投，不能單獨和中聯辦談

判，一定要實現「符合國際準則的選舉制度」。為什麼

《蘋果日報》有這麼大的本事？何以能挾天子以令諸

侯？究竟又是誰控制 《蘋果日報》？

為夏千福干預言論漂白　

從斯諾登事件到最近夏千福干預港政被批評，《蘋果

日報》都發表多篇社論，扮演美國總領事館的喉舌的角

色，解釋美國的立場和政策，為美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

製造輿論根據，說明美國政府有權力、有能力、有道德

力量領導香港的民主，應該影響香港的政改。美領館與

《蘋果日報》的主僕關係，完全暴露無遺。這種不打自

招，說明美國干預香港，除了夏千福赤膊上陣外，主要

就是靠《蘋果日報》進行，美國官員不方便出面的，就

由《蘋果日報》代言。《蘋果日報》在關鍵時候、關鍵

題目，替美國官方作關鍵陳述，再次證明《蘋果日報》

是一張代表美國利益和立場的報紙，而非代表港人、代

表中國人的報紙。

根據維基解密及其他網上曝光的材料，《蘋果日報》

的老闆黎智英有一個美國前軍方情報員，擔任他的財務

總管，所有黎智英的政治捐款，都通過這個美國情報官

進行調撥。表面上，金錢是黎智英輸送給香港的政黨，

是最大的政治捐款人。實際上，金錢來自這個美國人，

而這個美國人的背後，又是什麼情報機構，港人心中有

數。

本港愛國愛港媒體和各界人士，對於美國秘密監視香

港、侵犯港人私隱紛紛提出譴責和批評，唯獨《蘋果日

報》隻字不提；最近，夏千福利用美國商會的午宴飯

局，美其名曰談論香港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卻突然轉

移話題，高調干預香港政改。本港輿論當然批評夏千福

干預香港事務，認為他的做法與外交官身份不符，觸犯

《維也納外交公約》。這些批評都是擊中要害，證據確

鑿，夏千福百詞莫辯。在此狼狽時刻，為了對夏千福露

骨的干預言論進行漂白，《蘋果日報》發表題為「不要

拿陰謀論威嚇港人」社論，講出不是中國人應該說的

話，竟然指港人批評夏千福，其實是「威嚇港人」。

《蘋果日報》就像美領館的新聞發言人，說什麼「美國

對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的支持，他們希望見到的是香

港逐步發展民主政制以維持社會及政治穩定」，「夏千

福在維護香港最重要的憲制基礎包括中英聯合聲明及

《基本法》」，「美國支持其他國家及地區人民發展民主

政制是理所當然的事，是眾所周知的事，根本不是甚麼

陰謀詭計」。

暴露唯美國是從本質

但是，所有港人透過電視都可以清楚看到、聽到，夏

千福絕口不提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制度，怎麼能說

是維護基本法？夏千福高談闊論要讓「香港人有最終的

發言權，在選舉中要有多種的選擇」，不正是配合了反

對派的「公民提名和政改方案公投」嗎？夏千福大談什

麼「國際標準的真普選」，與反對派口徑一致，難道不

是裡應外合的政治干預？夏千福被輿論逮 了，脫身不

得，這個時候，《蘋果日報》這個美國的喉舌為夏千福

辯護，就顯出其存在的價值。這是非常拙劣的辯護，掉

入「此地無銀三百 ，隔鄰小二不曾偷」的窘況，《蘋

果日報》向美國效忠，喪盡報格，失去公信力。

《蘋果日報》為夏千福辯護，暴露其唯美國人是從的

本質。除《蘋果》之外，香港沒有一張報紙肯為美國干

涉香港的政改說話，沒有人願做美國人的傳聲筒。《蘋

果日報》卻像清兵一樣，胸前一個「忠」字，後背一個

「勇」字，清楚地表露其美國機關報的角色。這樣一

來，在干預香港政改，破壞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鬥爭中，

《蘋果日報》心戰室、傳聲筒作用，更加暴露無遺。

《蘋果日報》為夏千福干預香港政改辯護，暴露其唯美國人是從的本質。除《蘋果》之

外，香港沒有一張報紙肯公開為美國干涉香港的政改說話，沒有人願做美國人的傳聲筒。

《蘋果日報》卻像清兵一樣，胸前一個「忠」字，後背一個「勇」字，清楚地表露其美國機

關報的角色。這樣一來，在干預香港政改，破壞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鬥爭中，《蘋果日報》心

戰室、傳聲筒作用，更加暴露無遺。

《蘋果》護主心切 暴露美國「傳聲筒」本色
徐 庶

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

日前發表上任後的首篇演

說，公然違反國際慣例，

急不及待對本港政制發展

指指點點，稱美國支持香

港達至「真正普選」，又

聲言港人對香港政制發展

應有「最終發言權」。外交

部駐香港公署昨日強調，中

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對

此說三道四，干預香港內部

事務，希望美方切實做到言

行一致，多做有利於香港繁

榮穩定的事。這一表態，確

實擊中了夏千福的要害。

世上沒有所謂的「真普選」

或「假普選」，有的只是各國

各地區按具體情況選擇並發

展的普選模式。在香港，只

有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的法律框架下討論普

選方案，政改才會得到有意

義的「再創造」，沒有其他選

項，也沒有其他標準。所謂

「真普選」，是反對派用作掩

飾逾越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的政治術語，其實

質就是一個違法的普選主

張，要在香港的普選法律框

架外另搞一套。夏千福一方

面說，美國尊重基本法，對

香港的選舉進程「沒有任何

方案」，一方面又把「真普選」

字眼掛在嘴邊，呼應香港反

對派以「國際標準」逾越基

本法另搞一套的普選方案。

這種雙面性暴露了夏千福心

口不一的語言偽術。

夏千福聲言，港人對政制

發展有「最終發言權」。所謂

「最終發言權」，最終就是變

相煽動「香港自決」，鼓吹

「港獨」。事實上，根據設立

香港特區的中國憲法第三十

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

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

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

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以法律規定。」中央政府對

特區內的制度才擁有最終的

決定權。夏千福無視香港政

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公然標

榜「香港自決」，通過說一些

似乎是「道德高地」的虛

話，離間中央和香港市民的

關係，這顯然是口蜜腹劍。

美國過去在多國先後推動

「顏色革命」顛覆別國政權。夏千福在台

灣工作期間又總結出「寧靜革命」的概

念，玩弄政治術語。如今來到香港當美國

駐港總領事，他故伎重施的險惡用心昭然

若揭。事實上，這些披 道德外衣的字

眼，名目繁多，每每起到迷惑人心、煽動

亂局的後果。夏千福上任後首次演講便明

火執仗高唱「真普選」，又聲稱港人有

「最終發言權」，鼓吹「港獨」，他急於為

美國利益發言，向在港代理人發施號令，

目的就是要讓代表美國利益的反對派當選

特首，掌握香港的管治權。

值得注意的是，夏千福同日演說後回

應記者提問時，便聲言美國有權選擇評

論一些影響美國利益或核心價值的事，

將來亦會繼續「毫不猶豫」作出「評

論」。他在演說中所謂美國不期待每個國

家都完整複製他們的制度，但會積極支

持世界各地的民眾「建立各種有信譽的

民主機制」。這些講話都暴露了其干預香

港普選的目的。夏千福司馬昭之心，人

人皆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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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例抗反對派搞流會 令計劃細心真誠
友協訪京團感動

普選定「遊戲規則」
：

曾
鈺
成 民記會「有準備」

目前未有競逐特首人才
曾鈺成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被問到民

建聯會否派黨員參與特首普選。他說，雖

然民建聯從創立以來，一直以選舉為使

命，競選機器亦發展得很成熟，但從來沒

有執政意志，也沒有培養出能力足以加入

政府擔任政治任命官員的人才，如曾任民

建聯副主席的蘇錦樑當上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實與民建聯的培訓完全無關。

他認為，以民建聯今時今日的條件，沒

法派出像樣的特首候選人及班子，寫出像

樣的競選政綱，但強調民建聯作為以選舉

為使命的政黨，一定會為特首普選做好準

備。

一味爭拗難解實際問題

曾鈺成又坦言，香港社會目前對政改的

討論，只集中在爭拗「公民提名」、「佔

領中環」等議題上，但目前距離2017年特

首普選僅3年多時間，香港可謂百端待

舉，例如缺乏政策研究機構等，整個香港

社會都需要為找到像樣的候選人、籌組像

樣的班子、撰寫像樣的政綱作討論及準

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不少人預測全港第一大黨民建聯將會派

員參加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身為民建聯創黨主席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

日表示，民建聯目前沒有條件亦缺乏執政意志，沒有培養出有能力擔任政

治任命官員的人才，但只要特首普選的「遊戲規則」出爐，以選舉為使命

的民建聯一定會「有所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近年在立法
會動輒就發動拉布戰，虛耗會議時間，其中一招是
在會議期間不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部分立法會議
員主張修改議事規則堵塞漏洞。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立法會秘書處正研究修改
議事規則，以免再因法定人數不足流會，方法包括
只要求立法會會議開始及進行記名表決時有一半議
員在席，或者延長等候議員回到會議廳的時間。

不准會議期間要求點算人數

曾鈺成昨日指出，立法會秘書處正在研究修改議
事規則，避免再因法定人數不足導致流會，方法一
是對《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的法定人數作出具體規
定，只要求立法會會議開始及進行記名表決時有一
半議員在席，議員不准在會議進行期間要求點算人
數。另一個做法是將等候議員回到會議廳的時間延
長至超過15分鐘，減低流會風險，但壞處是可能會
虛耗更多會議時間。

關鍵一票 阿曾願「犧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上次討論政改方

案期間，曾表示一旦方案尚欠一票就可以通過，自
己會辭去立法會主席職位投票的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昨日再被問及是次普選方案會否「如法炮製」
時表示屆時會認真考慮：「如果我辭職和投票，可
以促成一個好的方案通過，這樣當然要考慮。」
不過，他認為，倘若政改方案欠一票才能夠通

過，意味方案十分具爭議性，他會質疑該方案是否
真正能夠達到普選的目標。

斥《壹週刊》老屈挑舊傷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最新一期《壹週刊》

報道指，2000年入境處縱火案主犯施君龍取得單程
證來港後，擔任家庭團聚互助會新界分會董事，利
用互助會為建制派「種票」，更提到他與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關係「非比尋常」。曾鈺成昨與傳媒茶敘時，
批評《壹週刊》報道不盡不實：「我覺得《壹週刊》
有Agenda，它的目的不是要找事實真相，而是要打
擊一些人。」
曾鈺成昨日回應《壹週刊》的報道時直指，施君龍

聯同一班爭取居港權的內地人早年曾主動提出為民建
聯立法會選舉助選，被他一口拒絕，強調施君龍與民
建聯沒有關係，更加沒有在選舉時助選、種票，呼籲
傳媒要有良心，讓事件告一段落，並質問《壹週刊》
挑起「舊傷口」所為何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堅持提出違反
《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所謂「公民提名」方案，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坦言，《基本法》明
確規定了特首普選辦法需要符合的條件，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早前亦說明了《基本法》不容許有提名委員會以外的另
一種提名程序，提出「公民提名」者需要解釋，如何能夠
將「公民提名」放進提名委員會裡面而不違反《基本
法》。

爭取中央信任需予時間空間

曾鈺成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談到近期的政制爭議。他認
為，提出「公民提名」者，是在擔心2017年行政長官會有
「篩選」，而要中央接受香港巿民可能選出一個中央未必能

夠完全信任、依靠的人，是「很大的轉變」，中央官員要
考慮清楚將來會有甚麼後果、能否應付得來、特區政府在
國際事件上會否不站在中央政府一方等等重要問題，香港
社會應該給決策者時間、空間思考。

先解「魔咒」毋須爭拗提名程序

曾鈺成認為，只要解開這個「魔咒」，特首普選就一定
會是公平公開，屆時就會「海闊天空」，沒有需要再就
「公民提名」爭拗，自己正在爭取中央政府認同這個觀
點。
被問及所謂「守尾門」方案，曾鈺成直指這只是「學術

討論」，指做法不可行，在現實生活中發生一定會「天下
大亂」，又坦言即使行政長官由反對派出任，也不代表反
對派可以為所欲為，因為在上還有中央政府批准主要官員
的任命，在下則有民建聯、工聯會等建制派政黨在立法會
監管。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
部長令計劃，17日晚在北京會見友
協訪問團，並設宴招待，賓主盡

歡。據有份出席晚宴的全國政協外事委副主任盧文端透
露，令計劃此次為招待友協訪京團，臨時推卻了兩個活

動，而席間一向饞嘴的全國政協委員張華峰，隨口說了
一句「想吃肥豬肉」，令計劃便二話不說請廚師烹調，
眾人對令計劃做事細心、待人真誠的態度，大表感動。

盧文端：令臨時推卻活動設宴款待

盧文端透露，令計劃當晚原需出席其他活動，故只安
排了與友協訪京團拍攝大合照，但令計劃為招待自遠方
來的愛國愛港人士，臨時決定改變行程，並親自宴請超
過30名訪京團成員，眾人對有幸與令計劃共晉晚宴，無
不喜出望外。

張華峰想吃肥肉 特囑煮東坡肉

更令眾人驚喜的，是令計劃親和友善、細緻爽快的一
面。盧文端憶述，一向貪吃的張華峰，席間只是隨便說
了句「想吃肥豬肉」，殊不知令計劃聽見後，隨即叫廚
師烹調，最終每人可享一盅東坡肉，眾人對令計劃待人
摯誠的態度，十分感動。本報記者其實亦是「受惠者」
之一，因為當令計劃得悉記者們未吃晚飯時，隨即 工
作人員另開廂房，提供豐富的晚餐，小記儘管忙於寫稿
而無暇進食，心頭也頓時泛起陣陣的暖意。
晚宴後，令計劃逐一與各團員握手、細語和擁抱，單

是送別團員的時間，已足足用了15分鐘，可見眾人大讚
令計劃真誠友善、全無架子，確有道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北京報道

■令計劃（中）早前會見友協訪京團，臨時推卻其他活

動，親自設宴款待。左為張華峰，右為戴德豐。

■曾鈺成指中央憂慮過去無法合作的人參

選甚至當選特首。 鄭治祖攝

普選依基本法早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