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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陳日君黎智英動作頻頻 暴露最新策略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每當本港即將有政治暴風雨來臨之際，李柱銘、陳日君和黎智英都
會再次出來，組織「宗政媒」勢力指揮反對派行動。面對現時「電子公投」、七一「佔
中」、政改方案，反對派又有分裂之勢，令反對派的頭面人物近日加緊活動。陳日君高調呼
籲教徒參與「電子公投」、李柱銘將參與絕食騷、以至由黎智英親任社長的《蘋果日報》，
對溫和派軟硬兼施迫其留在「真普聯」等，都在在說明他們已經就連場政改大戰擬定了的策
略：在「電子公投」前必須令反對派全面整合，不容任何人離隊或另起爐灶，為「公民提
名」製造虛假民意，繼而以方案不被接納為由在七一提前「佔中」。社會各界必須對於這種
阻擾普選、衝擊香港法治的行為保持高度警惕。
反對派在「佔中商討日」投票後出現嚴重分裂，雖
然民主黨決定不會即時退出「真普聯」，但卻表示在
「電子公投」後「真普聯」就會停止運作，意味着屆
時彼此將各走各路，而近日兩派也不斷爆發罵戰，分
裂之勢已是難以挽回。面對即將來臨的連場政改大
戰，反對派的頭面人物也要再度出山整合反對派。

陳日君高調呼籲教徒參加「公投」
其中，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昨日與一班

中」，並不符合其神職人員身份。更耐人尋味的是，
他早前因為在「佔中」立場上與教區屢屢唱對台，受
到批評後一度沉靜，現在再次浮出水面，肯定不是一
時興起。
事實上，在陳日君高調呼籲前夕，《蘋果日報》新
任社長黎智英就與何俊仁、李卓人、李永達等反對派
頭面人物，在李柱銘家中開會。這次會議明顯就是為
之後的連場戰役擬定戰略。會面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全力維持反對派的「團結」，特別是在「佔中商
討日」後千方百計令溫和派與激進派繼續合作推動
「電子公投」。

李柱銘苦肉計 黎智英兼社長

「學民思潮」及「學聯」成員會面時，就「高度評
價」這班激進學生在推動「學界方案」上立下奇功，
陳日君並指在「佔中」及政改等問題上與他們「看法
一致」，「大大鼓舞」了一班激進青年繼續效犬馬之
勞。而在前日陳日君出席中國教會研討會時，竟然突
兀地呼籲信徒在 6 月 22 日參與「電子公投」，並表明
「我的看法是你一定應該參加，因為這次投票是一
個，也是第一個機會全體市民可以出來表達真正普選
的意願」云云。退休的主教呼籲教徒參與違法「佔

李柱銘和陳日君更想出了一條苦肉計，藉兩人參與
「絕食爭普選」行動，將溫和派及激進派綑綁在一
起。絕食行動的詳情將會在 6 月初公布，正式開始應該
在 6 月中旬，在時間上正正為 6 月 22 日的「電子公投」
煽動悲情，製造聲勢。另一方面，《蘋果日報》作為
反對派喉舌在報道上也體現出「四人幫」的圖謀。在
原社長董橋退休之後，黎智英不尋常地兼任社長一
職，集老闆和編採大權於一身，正是為了更好地指揮
《蘋果日報》，為反對派政改策略服務。

■拉布令立會不能正常運作，主席曾鈺成計劃剪布。圖為
曾鈺成較早前在立會的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鄭治祖) 4 名「香港人優
先」成員去年 12 月手持港英旗闖入添馬艦解放軍駐港
部隊總部，各被控無許可證進入禁區罪。案件昨於東區

裁判法院開審，惟首被告招顯聰仍否認控罪，並以「唔
知醒」為由遲到 1 小時上庭，被法庭充公 500 元保釋
金，其餘 3 名被告則決定認罪，判刑將押後至本周四，
待首被告的審訊完結後處理，控方稍後並會傳召 4 名解
放軍人員及 1 名警員作供。

4名被告分別為招顯聰（29歲）、張漢賢（40歲）、售貨員謝詠雯
（29 歲）及 15 歲陳姓學生。4 人被控於去年 12 月 26 日，手持港
英旗闖入添馬艦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

首被告稱「唔知醒」遲到

■「香港人優先」成員招顯聰等人在 2013 年 12 月 26 日，持港英旗幟，闖入中環解放軍駐
招顯聰昨日在開庭時並未現身，其律師表示未能聯絡他，裁判官
港部隊總部。
資料圖片
蘇惠德決定休庭等候。1小時後，招顯聰始到庭應訊，解釋開庭前一
晚在屯門朋友家中留宿，不知醒才遲到。他又謂，由於無業，個人經濟困難未有 當日因不滿「解放軍侵佔香港」而進行普通示威，陳姓被告則指他想在軍營門口
繳交電話費，惟一的聯絡電話服務終止，以致律師亦未能聯絡他準時到庭，他就 表達訴求。他們均由預審時不認罪改為認罪。
此向法庭致歉，並承諾會籌錢交電話費及不再遲到，又希望法庭不要充公其擔保
駐軍營區受法律保護
金。不過蘇惠德表示，招顯聰在預審時已遲到，本身亦有責任準時出庭，不知醒
去年 12 月擅闖駐港部隊營區事件發生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今年 1
不是理由，決定充公他早前繳交的 500 元保釋金，並要求他再交 500 元保釋金，
月就事件指出，駐港部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中
否則會被還柙。
針對招顯聰的控罪，控方指將傳召 4 名解放軍人員及一名警員作供，辯方則就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在港履行防務職責，這是國家主權的象
徵。包括中環軍營在內的所有駐軍營區受到法律保護，不可侵犯。個別人無視法
一段《蘋果日報》的網上新聞片段應否呈堂作出爭議，招顯聰在庭上否認控罪。
律規定，擅闖駐軍營區，理應受到法律懲處。解放軍駐港部隊新聞發言人亦指
解放軍曾作出警告
出，中環軍營是香港法律規定的軍事禁區，擅闖軍營行為涉嫌違反適用香港的中
至於案中其餘 3 名被告同意的案情指，當日 3 名解放軍人員在軍營正門入口執 國《駐軍法》和香港《公安條例》、受保護地方（保安）條例等法律。本港社會
行守衛職務時，3名被告與1名男子趁車輛控制欄杆升起時闖入軍營，解放軍人員 各界人士亦一致嚴厲譴責有關人士目無法紀，擅闖軍事用地，意圖衝擊國家主權
隨即截停及警告他們，該名男子在進入軍營範圍 3 米時，向外展示一面英國殖民 的象徵，以違法行為挑釁駐軍。
「香港人優先」去年 7 月和 10 月已先後到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外示威，又大搞
地時期的香港旗幟，叫喊「停建軍用碼頭」、「解放軍撤出香港」及「Hong
所謂「光復上水」運動，自稱「唔係中國人」，並高叫「中國人滾回去」等口
Kong is my country(香港是我的國家)」等口號。解放軍人員曾以警棍警示，並將
號，挑動香港與內地的矛盾。資料顯示，招顯聰和張漢賢均是「香港人優先」的
該男子推出軍營外，4人其後離開現場。
3名被告於今年 1月1日分別在長洲及中環被捕。其中謝姓女被告在警誡下稱， 骨幹，前者身兼社民連成員，後者則曾加入公民黨。

黃毓民大嚿癱中環上訴罪成獲減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人民力量」立
法會議員陳偉業(大嚿)及獨立議員黃毓民，3 年前
七一遊行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被判緩刑及罰
款，2人提出上訴。高院昨裁定黃毓民的7項定罪
上訴全部遭駁回，而陳的協助召集非法集結罪上
訴後刑罰及定罪被撤銷，2人部分刑期亦過重，由
緩刑改為罰款。2人於庭外均表示會上訴至終院。
■2011年七一遊行，黃毓民、陳偉業等人在中銀大廈對開馬路
陳偉業及黃毓民當日於遊行後，晚上未經警方
堵塞交通。
資料圖片 同意下，帶同示威者於金鐘及中環「玩人浪」並

高院對黃陳癱瘓中環判刑過輕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及陳偉業在 2011 年七一遊行
之後，召集群眾到長江中心外集結並遊行至禮賓
府，堵塞了中環 3 條馬路，癱瘓交通長達 4 個小
時，兩人去年被裁定非法集結等罪成，分別被判
監六星期及五星期，另外罰款 4,800 元，兩人都
獲准緩刑。裁判官宣判時指出，任何對社會議題
有強烈意見人士，犯法都要負上刑責，沒有人可
凌駕法律之上，否則香港核心價值無從說起。但
是，昨日高等法院取消了兩人的判刑和緩刑裁

佔據電車路，涉違反《公安條例》，被控以非法
集結及協助召集非法集結等 7 項罪行。2 人均就
定罪及刑罰提出上訴。
法官彭偉昌指原審裁判官高估危險程度，認為
示威人士只是緩慢向警方迫近，加上 2 名上訴人
沒有前科，將緩刑改為罰款4,800元。黃毓民的7
項定罪上訴全部駁回，陳偉業的協助召集非法集
結罪上訴得直，定罪及原來的 2,400 元罰款獲
撤。

徐庶

決 ， 只 維 持 罰 款 4,800 元 ， 觀 點 令 公 眾 十 分 不
解。
法官彭偉昌說，兩名上訴人當時在街站召集
群眾，是無可爭辯。不過彭偉昌認為，當時示
威者只是以人多的陣勢，緩慢地逼向警方防
線，跟猛力拉扯鐵馬是兩回事，原審裁判官過
分強調當時的危險，加上兩人並沒有前科，判
刑是過重。
這種輕判觀點值得商榷。量刑必須根據犯法行

為對社會的損害程度而決定。判刑過重的論點完
全站不住腳。成千上萬的香港市民，由於有人堵
塞交通，回家和上班的權利和自由被剝奪，正在
營業的商店沒辦法營業，的士司機失去了半天收
入，中環的運作停頓，對社會經濟運作影響極
大。高院法官說裁判官過分強調了堵塞中環交通
的危險，並沒有理據。
高等法院的另一個論據，是違反法律的人並沒
有「猛力拉扯鐵馬」。然而，警方維持秩序，布
置了封鎖線，現場並不一定有鐵馬，是否沒有鐵
馬就可以不判處刑期？利用人多勢眾，暴力衝擊
警察的糾察線，也一樣造成危險，會造成人踩人
的慘劇。現在黃毓民反而惡人先告狀，要上訴到

曾鈺成計劃剪布 通宵開會審議

闖軍營案開審
「港人優先」3 人認罪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佔中商討日」被激進派全面
騎劫，溫和派方案被全數「篩
走」，溫和派極為不滿一度表示要即刻退出「真普
聯」。激進派明目張膽的騎劫行為來得突然，事後
《蘋果日報》連日批評激進派的霸道行徑，並且為溫
和方案進行民調，大力安撫。但同時，《蘋果》亦嚴
詞指令溫和反對派不應現在退出「真普聯」，否則會
令反對派分裂，退出的人就是「投降派」云云。而黎
智英身為民主黨的最大金主，自然在背後做了不少工
作，最終令民主黨心不甘情不願的留在「真普聯」，
變相為「電子公投」以及「公民提名」抬轎。這一連
串行動，說明他們首要之務就是不惜一切將反對派綑
綁。原因是唯有反對派全面整合動員，才可以達到
「電子公投」的目標，這樣才能為「公民提名」製造
所謂民意。
但是， 2017 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把握時機向前
走」已成為香港社會的最大民意，維護香港的法治和
穩定繁榮，也是香港的利益所在。社會各界應該攜手
抵制製造虛假民意的所謂「電子公投」，反對違法
「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三
丑」拉布成災，已經直接影響到民生、公務
員團隊、醫療及教育等範疇。眼見特區政府
出現「財政懸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
約見立法會各大政黨負責人，向他們提出計
劃於本周三的立法會大會上宣布有關剪布安
排及細節。為加快審議逾千項的修訂，建議
延長周三至周五的會議時間，每天大約兩個
小時，直到凌晨時分，並且在投票是否將修
訂條文「納入」財政預算案主體條文時，將
通宵進行，務求趕及在 6 月 4 日前完成財政預
算案的審議工作。
本星期三已經是立法會連續第四周審議財
政預算案的修訂條文。據悉，曾鈺成昨日約
見各黨派代表，就增加會議時間徵詢各黨派
意見，希望能夠取得議員的共識。當中包
括於本周三立法會準備繼續審議預算案修訂
之前，宣布有關剪布安排。

盼6月4日前立會工作回復正常

初步構思是將餘下的三場合併辯論，每場
限時十小時內完成，而周三至周五的會議時
間，就由早上 9 時至深夜 11 時或 12 時左右，
藉以增長會議的時間。並且考慮在周一至周
二，亦用作進行審議。 另外，當進行投票是
否將修訂條文「納入」財政預算案主體條文
時，將不惜通宵進行，希望可以趕及到了 6
月4日，立法會的工作回復正常。
新民黨立席葉劉淑儀引述曾鈺成表示，
「有需要就辯論加強管理，讓辯論過程盡早
結束。」她相信，曾鈺成將有果斷的措施剪
布，而在過去兩個星期，曾鈺成多次諮詢各
黨派和聽取議員的意見，目的希望可以在下
月4日恢復正常會議。
葉劉淑儀又認為，有關加強管理的措施，
可以制止議員發言、限時發言、限制發言次
數等，而建制派議員已有心理準備，必要時
延長開會時間，甚至通宵開會，以便及時完
成辯論。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表示，暫時未收
到有關建議，只知道曾鈺成提出在本星期三
至五，每日加開兩小時會議。單仲偕認為，
曾鈺成應一早安排每場辯論的時限。
拉布始作俑者的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
則聲稱，聽聞曾鈺成有意將餘下 3 場綜合辯
論，限制為每場 10 小時。他聲言有關做法並
不合適，是剝奪議員議政及監察權利。

終審法院，作出錯誤的引導。黃毓民及陳偉業並
不是好像高等法院法官所說「沒有前科」，而是
在挑戰法律，暴力衝擊社會秩序，侮辱官員等方
面，早已前科纍纍。
律政司對此案絕對不能袖手旁觀。現在不應坐
等黃陳告狀陳說歪理，混淆視聽，而是律政司要
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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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法紀和社會公正。否則，任何人只要付出
4,800 元，就可以不負責任地癱瘓香港的交通運
輸。輕判不是維護法治，這是縱容了挑戰法治的
人的膽量，為今後破壞社會安寧開了綠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