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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黃毓民、陳偉業3年前七．一遊
行期間，早先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被判緩刑
及罰款。高院昨日卻取消了兩人的判刑和緩刑
裁決，只維持罰款4,800元。原審裁判官在判
詞中指出，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無論政治理
念是什麼，以激烈行動大規模破壞法治是不可
取的。高院對黃陳癱瘓中環判刑過輕，會讓人
以為以激烈行動大規模破壞法治的行為可以輕
罰，這會向社會傳達錯誤信息。律政司應向終
審法院提出上訴，陳述堵塞中環交通對社會的
嚴重傷害，維護法紀和社會公正。

黃毓民、陳偉業在2011年七．一遊行期間，
非法組織遊行及衝擊警方防線，2013年5月21
日被法庭分別判囚6周和5周，獲准緩刑14個
月及12個月，罰款4,800元。原審裁判官指事
件中黃、陳角色主導，指揮隊伍衝向警察防
線，罔顧現場的示威者、警員和記者的安全，
幸得警方及時控制場面，才沒人受傷，決定判
處二人緩刑及罰款。原審裁判官指二人明知故
犯，並且作為領導，對此，高等法院法官也認
為有道理。 黃、陳二人作為立法會議員，知
法犯法並帶頭違法，除了受到法庭處罰外，還
需受到社會輿論譴責。

香港是個法治社會，如果容許一些人為了政
治訴求挑戰法律底線的話，可以說是後患無
窮。同樣，對挑戰法律底線的行為輕判，造成
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本來，原審裁判官有
關判決，對以激烈行動大規模破壞法治的「佔
中」是一個警示，令人遺憾的是，高院的判決
卻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有關的警示作用。事實
上，「佔中」行動計劃通過公開的、大規模的
非法集結，造成令中環癱瘓的後果，將會嚴重
破壞法治和社會秩序。從法律上看，參與、組
織「佔領中環」涉嫌觸犯管制遊行集會的多項
罪行，「佔中」可能導致出現暴力犯罪，或將
會出現鬥毆、襲擊他人，襲擊、抗拒或故意阻
撓警方執行職務，意圖抗拒合法拘捕或扣留而
襲擊他人等等。

法庭嚴格依法懲處相關罪行，可以有效阻止
青少年學生參與違法「佔中」，以免毀了前
途。法庭不可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開綠燈。
律政司不應坐等黃陳告狀陳歪理，而應主動提
出上訴，陳述控方和廣大社會人士的論據，指
出堵塞中環交通對社會的嚴重傷害，以糾正輕
判，維護法治。

（相關新聞刊A12版）

高院對黃陳判罰過輕 律政司應上訴
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前夕表示，中國是俄羅

斯可以信賴的朋友，擴大與中國的交往，無疑
是俄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中俄將攜手抵制篡
改歷史、美化法西斯分子及其幫兇的企圖。在
當前美國孤立俄羅斯、圍堵中國的形勢下，中
俄加強戰略協作，對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維護
二戰後國際秩序意義重大，不僅可以形成打破
美國霸權的重要力量，更有利於促進世界向多
極化平衡發展。

近年在美國的慫恿默許下，日本復辟軍國主
義的野心日益膨脹，不僅在釣魚島問題挑戰中
國，更處心積慮地謀求修憲，企圖推翻二戰後
的國際秩序，重走強軍備戰的舊路，對地區安
全乃至人類和平均構成嚴重威脅。對此，普京
強調，「我們還將繼續抵制那些篡改歷史、美
化法西斯分子及其幫兇、抹黑英雄解放者功勳
與英名的企圖。」普京訪華期間，中俄將討論
明年舉行慶祝反法西斯勝利 70 周年的聯合活
動；中俄將在東海展開聯合海上軍演。這一系
列動作，就是向日本傳遞明確的信號：中俄作
為世界大國，將義不容辭地承擔起維護人類和
平的重任，絕不容忍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日本企圖對侵略歷史翻案，中俄絕不會袖手旁

觀。
此次普京訪華的背景，正值俄羅斯因烏克蘭

問題備受西方的制裁、孤立；同時，因美國
「重返亞太」，中國與日本、越南、菲律賓等
亞洲鄰國的糾紛突然頻繁。在美國的煽風點火
下，中俄的領土主權、核心利益，都面臨嚴峻
挑戰。在此情形下，普京訪華出席亞信第四次
峰會，並罕有地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同出
席中俄海上聯合軍演的開幕式，意在凸顯中俄
戰略夥伴關係，顯示兩國關係密切，對待國際
重大事件立場一致，兩國互相支持捍衛主權的
決心不可動搖，為維護中俄的戰略利益開拓更
大的空間。

美國企圖維護一霸獨大的世界格局，肆意向
世界各國輸出其價值觀，製造更多的動盪不
安。中俄加強戰略合作，正正有力地抵制美國
的霸權主義，打破唯美國獨尊的單極世界，推
動世界格局的多元化、均衡發展。隨着中俄兩
國在軍事、外交、經濟等領域更全面深入合
作，增強彼此的互信，中俄將建立更行之有效
的合作機制，共同應對新挑戰和新威脅，為維
護世界的和平穩定發揮更積極作用。

（相關新聞刊A5版）

中俄加強協作 打破美國霸權

A3 重要新聞

若查出有責 張炳良願請辭
處理高鐵事件無政治凌駕專業 田北辰：未犯「致死」錯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反對派議員再度在鐵路事宜小組
提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高鐵工程延誤原因，結果再度被否
決。小組主席田北辰表示，否決特權法是因為會上已將問題問得
七七八八，清楚事件是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和工程總監周大滄造
成，韋達誠更是嚴重失職，認為港鐵董事局應向他提出不信任動
議。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委員胡志偉和范國威分別提出動議，要求

引用特權法徹查高鐵工程延誤，並要求政府提交與港鐵簽署的委
託協議等文件，全部動議都被否決。胡志偉在會後表示，對於政
府不成立具法定傳召權力的委員會調查事件感到失望，認為政府
及港鐵成立的調查小組，都未能令公眾全面了解事件真相；范國
威表示，會在立法會大會再提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事件。

田北辰批周大滄不斷隱瞞
田北辰則表示， 否決特權法是因為會上已將問題問得七七八

八，認為張炳良無「足以致死」的錯誤，亦清楚事件是韋達誠和
周大滄造成的。他批評，周大滄不斷隱瞞事件，沒有向上司匯
報；韋達誠在會上承認自己拿1,300萬元年薪，職責卻只是在辦事
室等候通知，屬嚴重失職。田北辰認為，港鐵董事局應向韋達誠
提出不信任動議。他又說，若政府邀請他出任港鐵非執董，自己
也不會接受，因為港鐵非執董與立法會議員兩者角色會有衝突。

查明韋達誠失職
毋須動用特權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鐵延誤風波矛頭
直指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但港鐵董事會卻對他的
表現給予肯定，政府作為港鐵的大股東終於下定決
心整頓港鐵。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表示，
政府會在港鐵增加1名政府董事，以及新增3個獨
立非執行董事，以加強監察。另外，有團體昨早趁
鐵路事宜小組開會時到立法會外請願，抗議港鐵負
責的高鐵工程延誤，但卻仍然年年申請加價，令市

民受罪。
根據港鐵公司的章程，港鐵董事可由公司、經提

名委員會推薦或由行政長官委任。張炳良昨日在鐵
路事宜小組表示，政府會履行港鐵大股東責任，再
委任1名政府董事、3個獨立非執行董事進入董事
局。他透露，委任名單經已有腹稿，相信時間不會
太長。他又重申，政府日後一定會全面審視港鐵的
管治體制，但強調港鐵是上市公司，一切要按公司

法和上市規例行事，因此政府會按部就班，推出一
系列措施作出改善。

團體促凍結票價還市民公道
另外，約20名「關注公共交通事務聯盟」代表昨
早上到立法會外請願，抗議港鐵負責的高鐵工程延
誤，但卻年年申請加價，令市民受罪。代表批評，
港鐵已經連續5年申請加價，但港鐵列車服務卻不
時出現問題，高鐵工程又延誤，大幅超支，要求港
鐵凍結票價，直至高鐵投入服務為止，還市民一個
公道。

董事會增四席加強監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昨日有傳媒報
道指，市區重建局因預期已開展的需求主導項目
會出現虧蝕，擬收緊多個申請框架，包括應否提
高申請門檻由67%至80%；地盤最小面積應否超
過400平方米；以及應否取消劃一以同區7年樓
齡樓價作為計劃的賠償標準。市建局表示，暫時
對所有申請框架會否改變都沒有方向，所收集到
的意見亦十分分歧，市建局專責委員會將於本周

三召開第一次會議商討。

社會意見分歧大 難達共識
市建局已多次傳出剛結束的財政年度會出現赤

字，昨日更有傳媒報指市建局因財赤擬收緊多個
申請框架。市建局昨日回應指，近月來確實有四
處收集社會意見，包括經市建局的分區諮詢委員
會收集意見，市建局代表上星期更到九龍城區議

會聽取區議員的看法，但收到的意見十分分歧，
有意見希望提高申請門檻，但亦有意見認為現時
的申請門檻經已太高，應再降低。至於賠償標
準，市建局表示由於與現行的法例有關，故更難
達成共識，一切都會交由專責委員會研究。
市建局專責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市建局主席、行

政總監、執行董事以及所有非官方非執行董事。
他們除檢討需求主導計劃申請資格外，亦會檢視
計劃長遠對市建局人力及財政資源的影響；市建
局在6月底亦會到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與議員討
論，期望年底會訂出市建局的未來去向。

市建局：需求主導未定方向

▲張炳良承諾，若
獨立專家小組發現
他在高鐵延誤事件
上有任何具體責
任，他會馬上辭
職。 資料圖片

◀韋達誠指，承
建商均認為2017
年通車是可行及
實際。圖為高鐵
西九龍總站地
盤。 資料圖片

政府及港鐵高層昨日再次到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就高鐵延誤風波解畫，有立法會議員更

要求張炳良應問責下台。張炳良回應時，強調自己
作為局長，在處理高鐵事宜時一直秉持尊重和信任
專業的原則，過去提交給立法會的所有報告，都是
基於路政署的專業匯報及判斷，從沒有政治凌駕專
業。他又承諾，「如果將來獨立專家小組找到任何
的資料、觀察，認為我作為局長在事件中有具體責
任的，我會立即辭職。」

重申無「合謀隱瞞」工程延誤
張炳良又在會上表示，當局與港鐵一直以真誠態

度去檢視工程進度和對高鐵完工及通車目標作出評
估，重申雙方沒有「合謀隱瞞」工程延誤。他指
出，工程延誤的關鍵在於826合約隧道工程的進

展，當時運房局及路政署已就有關工程向港鐵提出
多項疑問，不過倘若當時情況並未明朗便放棄2015
年目標，便難以驅使承建商趕工，那麼工程就會必
然延誤，變成「自我成真的預言」；因此運房局在
去年11月22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才會交代指，
高鐵項目主要工程於2015年內完成，再加6個月至
9個月測試及試行運作。
至於政府是否監察不力，張炳良稱路政署當初是按

顧問建議，鑑於港鐵的良好往績，不用微觀監管，而
採用「監察和核證」模式，在監察和核證顧問的協助
下，以「核實監察者」角色，進行工程監督。他續說，
政府的獨立專家小組，就是要了解高鐵工程延誤的成
因，檢視制度、程序和做法，作專業剖析，查找不足；
若涉人為因素，自然會另行追究責任。

加強監督不因風波再延誤

另一個最備受大眾關注的問題是港鐵需否就工程
延誤負上責任，張炳良指當局正要求港鐵提供更多
有關工程嚴重延誤的資料，並就港鐵在委託協議下
的責任問題，徵詢律政司的意見去跟進，以保障納
稅人的利益，一切依法律辦事。
他又強調，政府會要求港鐵致力追趕高鐵工程進

度及控制工程開支；路政署會強化其監督工程的工
作，絕對不會因目前的風風雨雨而疏忽推展這項重
大基建工程。
張炳良在會後會見傳媒時，指所有涉事部門及港

鐵都會全面配合調查。被問及是否曾經提出辭職及
會否被挽留時表示，張炳良表示不評論任何傳聞，
只是再次重申在高鐵事件中，如果他有任何責任上
問題，都會承擔責任。

田讚有風骨 有錯會檢討
田北辰則在會後表示，若張炳良辭職，對香港不

好及令人感到可惜，他又認為張炳良在事件中，無
犯「足以致死」的錯誤。田北辰指，張炳良有文人
風骨，並非厚面皮的人，而且亦承認了有過失會檢
討，認為他可能因接連被罵感到不開心。田北辰續
說，今次事件給予特區政府班子深刻教訓，認為日
後官員應根據資料企硬，不要被牽着鼻子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昨日再次討論高鐵工程延誤的事
件，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承諾，如果行政長官委任的獨立專家小組發現他在高鐵
延誤事件上有任何具體責任，他會馬上辭職。他又在會上重申，去年11月沒向立法會
交代工程滯後，當時的判斷是基於實在的評估，不存在「合謀隱瞞」；處理高鐵事件
的整個過程中亦從沒有政治凌駕專業。小組主席田北辰則在會後表示，若張炳良辭
職，對香港不好及令人感到可惜。

錢
果
豐
：
韋
有
錯
港
鐵
會
追
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高鐵延誤風波暴露
港鐵猶如「獨立王國」般「無王管」，在昨日的鐵
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上，年薪高達1,300萬元的港鐵行
政總裁韋達誠自然再次成為眾矢之的。多位議員窮
追不捨地質問港鐵責任的問題，有議員批評韋達誠
有隱瞞的情況，亦有議員直斥韋達誠年薪過千萬，
卻不了解高鐵工程進度是不知羞恥。港鐵主席錢果
豐則重申，如果韋達誠在處理上有不妥當的地方，
港鐵會採取適當行動，又指會確保高鐵可以按照新
的時間表，於2017年投入服務。

承建商料2017可通車
港鐵昨日在會上交代工程進度，韋達誠指高鐵項

目的承建商都認為，2017年通車是可行及實際。他
說，目前西九龍總站大樓的南端，個別月台和軌道
範圍已清晰可見，工程團隊正復修元朗隧道的鑽挖
機，要數個月時間將零件由日本運到香港；錢果豐
則形容，工程正如火如荼進行。他說，重視高鐵項
目，必定會嚴格恪守和政府簽訂的委託協議，全力
履行責任，順利完成項目。他又說，港鐵會加強向
政府匯報工程進度，下月開始亦會設立檔案室，讓
立法會議員查閱高鐵項目的資料。

韋認坐辦公室等通知
不過，委員會的焦點仍然落在韋達誠的責任問題

上，多名議員都炮轟韋達誠隱瞞工程延誤，但明年
約滿酬金依然袋袋平安。韋達誠多番回應，強調自
己沒有隱瞞任何事。不過卻遭到民建聯鍾樹根質
疑，指他若在事件上沒有隱瞞的話，那他到底每天
上班在做甚麼，何以年薪過千萬，都可以不知道工
程延誤。鍾樹根又直斥韋達誠的「無知」是不知羞
恥，「Shame! Shame on you!」他要求港鐵扣起韋
達誠的約滿酬金，並應向他追討工程損失。經過多
番炮轟後，韋達誠承認其職責只是在辦公室等候通
知。
會上亦有議員批評港鐵委任董事會成員組成獨立

委員會調查延誤，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又擔心
調查完成後，自稱要負全責的韋達誠已經到期離
任，結果沒有人需為延誤受罰。錢果豐回應稱，除
了港鐵的獨立委員會，政府亦已成立專家小組調
查，深信小組有結論後，政府將秉公處理，重申若
韋達誠在處理上有不妥當的地方，港鐵會採取適當
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