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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反對派人為操縱「佔中商討日」投票結果，藉
此綑綁反對派的圖謀，引發溫和反對派強烈反彈，表
示「真普聯」已經被激進派騎劫，繼續留下來並無意
思，不如另起爐灶。溫和反對派的堅定態度出乎一眾
激進派意料，他們原以為「真普聯」已在掌控之中，
這次溫和派儘管啞子吃黃連，但最多批評一番了事，
斷不會脫離「真普聯」。現在看到溫和派動了真格，
於是急急出招應對。

一軟一硬意圖「挾實」溫和派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日前公開指責溫和反對派，嘲諷

他們是「拍膊頭」爭普選，並且將爭取「公民提名」
稱為「拗手瓜」派，意即支持「公民提名」才是最堅

定的「民主派」，溫和派是「假民主」、是「投降
派」。梁家傑更暴露了自身立場，指他也相信「拗手
瓜」派。難怪他早前授意陳家洛簽署「公提」聯署，
罔顧「真普聯」協議，說明他們根本是一丘之貉。

梁家傑身為公民黨黨魁，這次向溫和派猛烈開火，
甚至連黨友湯家驊也成為炮轟目標，顯然不是一時興
起的評論，而是要向外界宣布：公民黨在政改上將會
死撐「公民提名」，公民黨、「人民力量」、社民連
也將正式合流，成為反對派的最強大的激進勢力。如
果誰不支持「公民提名」路線，公民黨將會聯合「人
力」、社民連發動狙擊，後果就如湯家驊一樣，以此
向溫和派施壓。

如果梁家傑代表硬的一，《蘋果日報》則扮演

「安撫拉攏」的角色。在商討日之後，《蘋果》隨即
進行了一個民調，並且大篇幅刊出結果，民調顯示半
數受訪者不支持三個入圍的「公民提名」方案，近74%
受訪者表示不會參與6月中的電子投票。《蘋果》更引
述了「佔中」發起人陳健民的評論，指調查反映有部
分溫和方案的支持者覺得沒選擇。在昨日《蘋果》政
治專欄中，更表示「戴耀廷近日提出，佔中會有第二
次『公投』，試圖平息溫和派不滿，但有知情者說，
有撐『公提』團體私下強烈反對搞第二次公投，令戴
的算盤未必能打響。 這說明『佔中』組織，已經被激
進派騎劫了。」《蘋果》突然與溫和派站在同一陣
線，甚至為他們進行民調，證實激進派操控結果與民
意相違，明顯有為溫和派鳴冤之意。這是否說明《蘋
果》政改問題上已經押注到溫和派身上？恐怕是言之
過早。

《蘋果日報》批評激進派騎劫「佔中」，原因是激
進派如「人民力量」、社民連，以至與黎智英「仇深
似海」的黃毓民，都並非黎所能駕馭之人。如果「真
普聯」及「佔中」被激進派所控，恐怕會出現難以控
制的局面。說到底，不論是黎智英以及背後的外國勢
力，極力爭取的是一個讓反對派入閘的方案，而不一
定是「公民提名」，拉倒方案更非其所願，如此他們
奪權將更加渺茫。而且，《蘋果》批評激進派的步步
相逼，目的就是要極力平息溫和派的不滿，令他們留
在「真普聯」，不要另起爐灶。

控制「真普聯」掌握關鍵否決權

溫和反對派會否繼續留在
「真普聯」，對於激進反對
派的政改部署影響極大。
「佔中」6 月 22 日將進行
「電子公投」，這關係到
「佔中」的聲勢，如果在「公投」前溫和派卻脫離
「真普聯」，勢將重蹈公民黨、社民連「五區公投」
因主流反對派杯葛而慘敗的覆轍，屆時「佔中」連虛
假的民意支持都沒有，還如何發動萬人癱瘓中環？
「佔中」核彈失靈，威脅中央自然難有戲可唱。所
以，激進反對派絕不能讓溫和派脫離。

更重要的是，激進反對派要主導政改討論，必須控
制反對派在立法會的27張票，而「真普聯」正是激進
反對派以小控大的平台。只要溫和派一日留在「真普
聯」，就必須遵從有關決議。但現時「真普聯」已被
激進派騎劫，召集人鄭宇碩傾向激進派也是路人皆
見，溫和派如果繼續揹「真普聯」的招牌，就等如
套上了「金剛箍」。屆時激進派就可以通過「真普
聯」將反對派27張票牢牢綁緊，保住否決政改的關鍵
少數。最後以「公民提名」方案不被中央接納為由，
要求反對派綑綁否決政改方案，這就是激進派的真正
圖謀。當中的關鍵，就是要溫和派不能脫隊。明白了
這重關係，就明白何以激進派要千方百計綁住溫和
派，而溫和派能否展現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氣掙脫綑
綁，也將影響之後政改的形勢。

激進反對派企圖給溫和派套上「緊箍咒」
民主黨將於周四討論是否留在「真普聯」，為了自身出路及普選生路，脫離已經被激進派騎

劫的「真普聯」方為上策。然而，激進派卻使出軟硬兩手「挾實」民主黨等溫和派，一方面由

梁家傑出手抹黑溫和派是「拍膊頭派」，暗指他們是「投降派」；另一方面又借《蘋果日報》

出來「安撫拉攏」，發表民調指半數人都不支持三個「公民提名」方案，表示應將其他方案加

入「公投」，向溫和派開出了「空頭支票」。這說明，激進派正全力阻止溫和派脫離「真普

聯」。原因是「佔中」就要進行「電子公投」，失去溫和派參與將令投票率大減，連帶影響

「佔中」。更重要的是，只要溫和派繼續留在「真普聯」，激進派才可以通過「真普聯」將反

對派27張票牢牢綁緊，保住否決政改的關鍵少數。這等如是為溫和派套上了「金剛箍」，將

來激進派只要念起緊箍咒，溫和派就頭痛欲裂，最終被迫乖乖歸隊，成為激進派傀儡，屆時香

港的政改將難有生路。因此，民主黨等溫和反對派應拿出勇氣掙脫綑綁。

湯家驊駁斥了梁家傑的「拍膊頭」論，批評梁
家傑的說法，貶低和奚落溫和派，將溫和反對派
當作沙包，猛打幾拳，侮辱人格，然後大談團
結。他指出，關鍵是梁家傑和激進反對派的心
態，就是要搞「公民提名」，拉倒2017年普選，
所以，團結的基礎已經失去了，溫和派應該宣布
解散「真普聯」，不要讓「真普聯」的激進派，
拿這個招牌招搖撞騙。
湯家驊可以說是大徹大悟，看透了公民黨、社

民連和「人力」最後會合流的結局。他們要做龍
頭大哥，奪取民主黨的選票。但是，民主黨仍然
舉棋不定，仍然想推出陳方安生作為溫和派的共
主，把陳方安生當成民主黨擋風的牆，避免受到
激進派的繼續追殺。但陳方安生的表態是，反對
派應該盡快結束口角，停止紛爭，盡快回到團結
的路線，所以，是否要解散「真普聯」，或者乾
脆退出，就成為了民主黨需要作出的抉擇。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昨日發表題為「矛盾

．契機．考驗」的文章，總結商討日的成果，
說「這種制度當然會有被人濫用的風險，實際
上，有可能是濫用這安排的人只是佔總投票人
數的極少數，對投票結果影響不大。」他否定
了民主黨關於激進派破壞了互信基礎的指控，
維護了社民連和「人力」。戴耀廷還強調商討
日並沒有被激進派綁架，強調參加者進行投票
之後，要遵守結果。「因整個決策流程都是由
『和平佔中』支持者以公開、透明及公平的程
序而決定出來的，即使並不完全脗合原先希望
所達成的後果，我們也必須尊重透過民主程序
所作的決定。」
這說明了，「佔中商討日」投票的重點就是為

了推動「公民提名」，根本就不會考慮符合基本
法的任何方案，6月22日「公投」的結果早已經
知道，就是明知中央不接受「公民提名」，繼而
立即「佔中」，粉碎2017年普選的機會。民主黨
無論在「真普聯」和「佔中」內部，都不會得到
百分之二十的支持，完全失去主導地位，成為被
騎劫者。如果拖到了6月22日之後才宣布退出
「真普聯」，肯定會被攻擊為不遵守民意決定，
背叛了民意，是「投降派」，在今後的選舉中，
會遭受到全殲。所以，明天的民主黨中委會決
定，是重要的決定，早些退出「真普聯」，就可
以不被綑綁，化被動為主動，全力爭取香港中間
的選民，前景廣闊得多。

民主黨需化被動為主動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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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港瑞合作共贏
CY銷超級聯繫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民連
主席「長毛」梁國雄早前在立法會會議
上，衝向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面前撒溪錢。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指出，立法會有責
任保障與會官員人身安全，會確保最少有
3名保安人員在適當距離及時保護官員。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開會，討論「長

毛」撒溪錢事件所引起的會議廳內保安問題。
曾鈺成昨在會後表示，特區政府非常重視事
件，事後亦收到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來函，
要求改善會議廳內的保安措施。

長毛衝近財爺揭保安漏洞
他透露，在昨日行管會會議上，立法會
秘書處提交文件，總結事件經驗並列出改
善措施，行管會成員亦提出相關建議。他
又指，被梁國雄衝到與曾俊華這麼接近，
保安安排仍有可改善之處。
曾鈺成指出，當時只有一名保安人員出

來阻止梁國雄，因其中一名保安員臨時要
處理記者室內一些情況，另一人則接收不
到訊息而來不及進內，又因梁國雄本來平
靜的走出通道，自己亦不為意他會突然轉
向，衝向曾俊華。他表示，日後遇上類似
情況時，會早些警告議員返回座位，在勸
喻無效後則會啟動保安措施。
此外，就如何處理議員行為極不檢點的

情況，有意見指議員被主席驅逐出會議
廳、同日不得出席會議的規定，阻嚇性不
足。民建聯葉國謙昨在議事規則委員會建
議，倘有議員兩次「犯規」，經大會分組
投票通過後，可禁止該行為不檢議員出席
下一次會議。委員會將諮詢全體立法會議
員的意見，於7月8日會議再討論有關建
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宣
布，現任駐日內瓦經濟貿易
辦 事 處 副 代 表 楊 碧 筠
（圖），將於5月19日出任
中國香港特區駐世界貿易組
織常設代表，接替服務政府
37年後退休的史端仁。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

昨表示，楊碧筠是資深的政
務官，具備出色的領導和管理才能。「我相信她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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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其隊伍面對未來的挑
戰。」
楊碧筠現年46歲，於1990年8月加入政務職系，並

於2010年4月晉升為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楊碧筠曾在多個決策局及部門服務，2009年10月至
2012年12月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
2013年1月出任駐日內瓦經濟貿易辦事處副代表至
今。
鄧國威又讚揚即將退休的史端仁在服務政府期間，

一直盡忠職守，對工作熱誠投入，並對香港的發展作
出重要貢獻。在出任中國香港特區駐世界貿易組織常
設代表期間，他致力推動和保障香港的貿易利益，表
現卓越，深受世貿組織秘書處和其他成員的尊重。

楊碧筠接任駐世貿常設代表

立
會
研
「
貼
身
」
保
護
官
員

梁振英在行程中會見瑞典信息技術與能源大臣哈特，推介香港作為
連結內地與世界各地的「超級聯繫人」角色，並就香港與瑞典在

資訊及通訊科技、環境技術和創新及設計等範疇的合作交換意見。

科研平台助瑞典內地學者
他在參觀瑞典皇家理工學院時提到，香港可向瑞典的發展模式借
鏡，以加強技術轉移和研發成果商品化方面的工作，香港作為「超
級聯繫人」，更可為瑞典皇家理工學院與香港和內地的學者提供科
研合作平台。
梁振英在與瑞典財政大臣博里會面和出席與瑞典企業高層代表的
午餐會時，重點介紹了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優勢，並鼓
勵瑞典企業來港投資，利用香港的全球網絡開拓中國內地以至亞洲
的市場，以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
在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香港貿易發展局及皇家瑞典香港
商業協會合辦的晚宴上，梁振英在致辭中進一步指出，香港的科技
基建發展成熟，能支持先進的創新和研究；同時為瑞典的設計和創
意提供門戶，開拓內地及亞洲的龐大市場。
他表示，香港可為瑞典的品牌和設計提供絕佳平台，向港人和外
來遊客展示產品。香港亦是瑞典企業理想的試驗場，企業可在香港
向亞洲龐大的消費群推廣產品，特別是內地的消費者，又特別提到
產品如在香港暢銷，往往亦會在有13億潛在顧客的中國內地市場中
暢銷。
梁振英並補充說明了香港具備的優勢。他說，香港的資訊科技基
建在國際間名列前茅，包括在國際互聯網頻寬排名全球第一、在全
球營商和創新環境排名第二，並在流動服務收費負擔能力排名全球
第三。在2013年全球創新指數方面，香港在亞洲居首，在全球則名
列第七。

觀醫學院推醫療創新項目
香港正積極推動技術轉移和實踐研發成果，梁振英在行程中又參
觀了瑞典卡羅琳斯卡醫學院，了解到瑞典所推行的創新系統如何有
助物色創新意念，將醫療和健康有關的創新項目商品化，期望可推
動香港與瑞典之間更多互利共贏的合作。
梁振英在斯德哥爾摩時間12日在瑞典展開其首次到歐洲進行官式
訪問的行程。在斯德哥爾摩時間13日，梁振英會參觀歐洲著名的資
訊及通訊科技城西斯塔科學城、具備獨特環保特色的城市建設項目
斯德哥爾摩皇家海港，並會與斯德哥爾摩市長努丁和瑞典中央銀行
行長英韋斯會面，亦會出席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舉辦的圓桌晚宴。
他在斯德哥爾摩時間14日上午參觀斯德哥爾摩鐵路，同日下午啟

程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繼續歐洲訪問行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正在瑞典訪問的特首梁振

英於斯德哥爾摩時間12日表示，香港具備資訊科技發達和

全球創新等優勢，更和內地以至亞洲地區聯繫密切，期望

瑞典可借助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企業在香港

推廣瑞典的創意設計產品，打入中國內地市場。梁振英又

認為，瑞典院校的學術商品化有效把握創新意念，香港和

瑞典之間可推動更多有關方面的合作，互利共贏。

特首民望穩 林鄭得分勁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一項有關特首
和問責司局長的民望調查指出，特首梁振英支持
度為48.5分，和兩周前變化不大。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仍是民望最高的司長，民望淨值錄得明顯
升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是民望最高的局
長，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民望則大幅跌至上
任以來新低，相信與近期港鐵列車事故和高鐵工
程延誤事件有關。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本月5日至8日期

間，以隨機抽樣方式，成功以電話訪問1,005名
香港巿民。調查發現，梁振英的最新支持度評分
為48.5分，支持率為27%，反對率為55%，民望
淨值為負27個百分比，跟兩星期前變化不大。
在3名司長方面，林鄭月娥的最新支持度評分為

61.9分，支持率為57%，反對率為9%，民望淨值
為正48個百分比。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支持度評
分為56.4分，支持率為50%，反對率為16%，民
望淨值為正34個百分比。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的支
持度評分為51.8分，支持率為29%，反對率為
17%，民望淨值為正12個百分比。

高鐵累張炳良民望急跌
局長方面，對比1個月前，12位局長中，9人
的支持率淨值下跌，2人上升，1人不變。其
中，高永文繼續是民望最高的局長，民望淨值達
正74個百分比。張炳良的民望淨值卻大幅下跌
至自2012年7月上任以來新低，相信與近期港鐵
列車服務發生故障及高鐵工程延誤等事件有關。

◀梁振英（左）在瑞典斯德哥
爾摩，拜會中國駐瑞典特命全
權大使陳育明。

▲梁振英（左）參觀瑞典皇
家理工學院，聽取他們在創
新及科技研究最新發展的介
紹。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