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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個時期，外國勢力扶植本港某些人，密室作
業，篩選出三個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準備於6月
22日舉行「全民電子投票」，企圖製造民意假象，說
他們獲得「民意」的授權，有大條道理舉行「佔領中
環」的暴力行動，製造動亂，威逼中央接受他們違反
基本法的政改方案，繼而奪權上台，實現以外國代理
人管治香港的美夢。

不容內外勾結奪取特區管治權
周南接受本港傳媒訪問時批評，「佔領中環」違反香

港法治，也說明了香港的內部和外部反華力量，企圖篡
奪特區政府管治權，這是不能被容許的。周南說，回歸
以來，外國勢力一直沒有停止活動，「你能夠正確的對
待它這個力量，它就慢慢的收縮，否則它就得寸進尺，
愈來愈囂張，甚至打出要搞『顏色革命』、打出要搞
『香港獨立』的旗。」他並強調，「不能夠容許香港在

民主的幌子下，變成顛覆大陸社會主義政權的基地。如
果出現這樣情況，中央必須要干預。」

周南重溫了「一國兩制」設計師鄧小平的講話。鄧小
平說：「不要認為香港回歸以後，一切事都交給香港人
處理，中央一點不過問就萬事大吉了」，「（這是）沒
有自我安慰的根據。」鄧小平在生時早已預見，香港在
回歸後可能會出現動亂的因素。為此，中央保留直接處
理香港事務的權利。「否則的話會引起動亂，會不利於
香港的繁榮穩定。」周南指出，「香港有動亂，中央一
定干預」，目的就是讓外國勢力頭腦冷靜一點。

英國人以「主權換治權」詭計徹底失敗
當年鄧小平作出要準備香港有動亂的提醒時，正是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
歷史性地摔了一跤後。1983年下半年，英國人深深不
忿，瘋狂反撲，向中國發起大舉反擊。1983年8月和9

月，中英談判到了最關鍵的時刻，當時英國人打出三
張牌：主權牌、民意牌、經濟牌，弄得香江天昏地
暗。香港掀起移民潮，港元匯率急劇下跌。英國人用
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手段，威脅中國，企圖要讓其代
理人取得治權。英國的驚濤駭浪攻勢，中國不為所
動。最後中國維護了主權，也維護了治權，英國人以
「主權換治權」的詭計，遭到徹底失敗。

現在美英的代理人死心不息，有意倣傚當年故伎，
又打出「國際標準牌」、「公民投票牌」、「佔中動
亂牌」、「癱瘓經濟民生牌」，企圖唬嚇中央政府，
接受他們奪權的方案，這完全是癡心妄想。周南重提
鄧小平講到中國駐港軍隊的意義，這就是中國防止動
亂的有效措施，要令到追隨外國勢力的搞事者好好重
溫歷史。周南其實作出警告，當年你們的主子，使用
了比今日更加凶險的攻勢，動用要推倒港元匯率的毒
招，出動了「撤資牌」、「遷冊牌」、「移民潮
牌」，要實現戴卓爾夫人的「災難論」，但是中國政
府沒有動搖，有力地維護了主權、維護以愛國者為主
體治理香港的立場。結果是英國人俯首投降，乖乖地
自己收拾殘局，宣布實行聯繫匯率制度，穩定香港。

今天，反對派出動李柱銘、陳方安生訪問美國，狐
假虎威挾洋自重，還勾結「台獨」勢力在香港搞「佔

領中環」、「佔領立法會」，製造動亂，動搖香港的
經濟。但是，這些籌碼比起1983年的，實在太缺乏斤
両了，根本不足以、也不可能影響中國政府維護主權
和香港特區政權的決心。最後必然是，反對派頭破血
流，受到法制的嚴厲懲罰。溫故而知新，希望保持香
港繁榮穩定的廣大市民對祖國更加有信心。「搞搞
震」製造動亂的人，一定更加孤立，遭到可恥的失
敗。

「佔中」亂港必定失敗
周南的講話，是對外國勢力一個嚴正的警告，也向

700萬香港市民傳達了鄧小平當年處理香港問題，維護
中央政府對港行使的主權的決心和部署。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管治權掌握在愛國愛港力量的手裡，才能體現
國家的主權。如果行政長官的權力被篡奪了，落在外
國勢力代理人的手上，行政長官要對美英的意見言聽
計從，還振振有詞地說，外國人在香港有投資，外國
人就有權對香港的管理進行干預。香港特區的管治權
被外國勢力掌握，中國對香港行使的主權就落空了。
香港行政長官的權力，落在什麼人手上，是關乎中國
國家安全的嚴峻問題，無論反對派怎樣狡辯，怎樣部
署「佔領中環」，都不能嚇倒中央。

高天問

周南批「佔中」表明中央不會退讓
外國勢力和本港反對派裡應外合，正在密謀放手一搏，把「公民提名」和「佔領中環」綑

綁起來，採用以暴力威脅的辦法奪取香港管治權，讓香港大倒退，復辟由外國勢力治港的局

面。在此形勢下，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談「佔領中環」，傳達了一個重要訊息：涉及

主權，中央決不會退讓半步，反對派不要打錯算盤。

對於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
批評「佔領中環」違反香港法治，
說明了香港的內部和外部反華力
量，企圖篡奪特區政府管治權，
「佔中」三子隨即指周南是在抹黑
「佔中」，戴耀廷強調「佔中」無
意挑戰國家主權；陳健民強調他們
從無接觸過外國政府尋求幫助；朱

耀明就指周南言論「上綱上線」。看看「佔中」行動
過去做了些什麼，「佔中」三子愈詭辯不過說明他們

愈心虛。
戴耀廷說「佔中」無意挑戰國家主權。但香港政改

屬於中央主權範圍，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明確了相關
的原則和規定。「佔中」意圖通過大規模違法抗爭迫
中央接納其方案；堅持與「公民提名」掛鈎架空提名
委員會；又創製所謂「佔中公投」虛造民意，將香港
視作獨立政治實體。這些都是令本港政改脫離法治軌
道，侵犯中央的憲制主導權，怎可能沒有挑戰國家主
權？戴耀廷不是憲法學者嗎？有哪個國家會容許一個
地方首長選舉可以不依據憲制性法律辦事？可以用違

法手段另搞一套？
陳健民說「佔中」從無接觸過外力尋求幫助，更是

瞪着眼說瞎話。去年10月，有「台獨理論大師」之稱
的林濁水，就在反對派邀請下來港宣傳其「台獨」理
論，其間聲稱會支持「佔中」。同月，工黨主席李卓
人、朱耀明及「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隨即跑到
台灣與著名「台獨」分子、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開
會，簽署合作協議，施明德其後稱他會出面邀請台灣
「愛好民主人士」共同簽署「佔中」理念書，更會派
人來港參與「佔中」。這難道不是「佔中」勾結「台
獨」勢力的證據？英美駐港領事亦多次為「佔中」打
氣鼓勁。反華勢力青睞「佔中」，是要借「佔中」在
港發動一場「顏色革命」。「佔中」三子裝傻扮懵，

不過欲蓋彌彰。
陳健民又說「佔中」參與者明白行動會違法，亦會

承擔法律後果，不認為「佔中」會破壞法治。這種法
治邏輯令人驚訝。一個簡單道理，如果一個地方經常
有人不斷在公開場合呼籲、鼓吹市民去違法，去癱瘓
金融中心，這在本質上就是對法治的嚴重挑戰，怎可
能沒有損害法治？「佔中」三子可以試試在CNN呼籲
美國民眾去佔領白宮，看看美國政府是否視為言論自
由而不當作一回事。可以想像，美國的特工幾個小時
內就會把他們拘捕並帶走問話，原因是他們的行為是
對美國國家安全和法治的挑戰。現在陳健民竟然說在
香港發動「佔中」不是損害法治，這樣低質素的詭辯
不過更顯他們心虛理屈而已。

「佔中」三子愈詭辯愈心虛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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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中央
委員兼沙田區
議員楊文銳
（Gary），是

聯盟內的其中一名IT專才，從求學時期至
今，他一直堅持創業的道路，到後來從事地
區工作，也希望為行業發聲，為香港創造出
一個世界知名的IT品牌。
大學未畢業，楊文銳已開始自己的第一盤

IT生意。他認為IT可將一些前所未有的概念
付諸實行，改變人的生活，如facebook將溝
通擴闊至男女老幼，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

口袋剩兩元 奔走覓資金
創業之路並非一帆風順，除了人手緊絀，
楊文銳在創業初期還遇上不少問題。由於公
司收入不多，但翌日便要出糧，他口袋內只
剩下兩元，需要東奔西走尋覓資金；也曾為
了令公司能繼續營運，被迫接一些不想接的
生意。能夠堅持到現在，Gary說除了興趣，
就是想為心中兩個疑問尋找答案：為何香港
年輕人很少創業？外國有不少大型IT品牌，
為何香港沒有？
楊文銳先後拒絕兩間知名IT公司的招攬，

其中一間公司後來更獲跨國企業收購，整個
團隊亦搬到美國矽谷。他說，自己對創業有
很大的興趣和動力，加上創業需要非常高的
專注力，所以婉拒他們的好意，但後悔當初
的決定。

為重病女孩走遍港珠三角醫院
機緣巧合之下，楊文銳加入了民建聯，還當選做沙

田區區議員。「兼顧區議員和支部的工作，少不免會
流失一些生意，但從政能擴闊社交網絡，為行業發
聲，更可帶來創業以外另一種成功感。」他曾經為一
個患心臟病的小女孩，走遍香港和珠三角的醫院，最
終找到合適的心臟做換心手術，「小女孩幾個月後活
潑地跑來和我打招呼，那種開心難以言喻。」
從政後，楊文銳從未忘記創業的理想，還要繼續

「做大做強」。「我現在的目標是將自己公司的IT品
牌做大，及利用IT鼓勵年輕人創業。香港缺乏鼓勵年
輕人創業的氣氛，政府資助的申請程序繁複，審批條
件嚴苛。社會應該多鼓勵年輕人去嘗試。」
現時，楊文銳的業務集中在電子商務及數碼媒體顧

問服務，繼續堅持自己創業的路。在尋覓理想的道路
上，楊文銳認為自己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但始終
希望香港可以有一個全球知名的IT 品牌。這個理想，
未必一定由他來實現，但「香港製造」的全球IT品
牌，楊文銳也願意為業界出一分力，一起推動鼓勵創
業的環境，讓大家一齊實現這個願景。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楊文銳(右一)經常探訪區內長者。

城論只邀反對派 團體抗議不中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電台節目《城市
論壇》昨日以六四為題，但由於安排混亂，令各團體
及市民不歡而散。論壇先有團體因不滿節目嘉賓只有
反對派組織成員，及未獲港台邀請擔任嘉賓到維園示
威，抗議港台立場不中立；在節目進行期間，有部分
市民因未能進入會場而在門外鼓譟，而出席的團體亦
不斷互相指罵，甚至有零星衝突，場面一片混亂，最
終要由警方控制場面。

傅振中不滿未獲邀任嘉賓
昨日的《城市論壇》開始前，「保衛香港運動」發
起人傅振中帶領約10名成員到維園示威，抗議《城市

論壇》討論六四事件，嘉賓卻只有「支聯會」、「香港
本土」、「熱血公民」及「本土新聞」等反對派組織成
員，認為討論不夠全面。傅振中又不滿自己未獲邀擔任
嘉賓，他指早前曾就此向港台查問，但《城市論壇》主
持人謝志峰卻只回覆「保衛香港運動」等新興團體就六
四問題「講嘅係歪理」，而拒絕安排列席。

傅贈紅腸諷謝志峰「立場攣」
傅振中認為謝志峰的立場不中立、「明顯偏袒泛

民」，故不排除向通訊局投訴。他又在現場向謝志峰
送上一條紅腸，諷刺對方「立場攣嘅」。謝志峰拒絕
接收，並解釋曾邀請民建聯代表、西九新動力議員梁

美芬出席，惟兩者均指另有安排不便出席，並非偏袒
泛民。其後他發現傅振中手中持有鎅刀，要求在場警
員暫時保管。
謝志峰又批評，「保衛香港運動」帶同「香港賤

台」等示威標語含侮辱、誹謗成分，但基於港台中立
持平原則，允許標語帶入場。傅振中回應指「你都知
咩叫中立持平咩」，並繼續向謝志峰表達不滿，謝志
峰則恐嚇指「你再係咁我郁你」。傅振中最終以觀眾
身份入場出席論壇。
至於節目進行期間，有部分因未能進入會場的市民在
門外鼓譟；「支聯會」、「熱血公民」和「保衛香港運
動」又在場內外不斷互相指罵，甚至發生零星衝突，場
面一片混亂，多名警員在場戒備。當節目完結，「支聯
會」主席李卓人離開時，被大批「熱血公民」成員包
圍。各團體又再度互相叫罵，最後警員帶了一名「保衛
香港運動」成員上警車。

建制派提改善建議
防示威者再闖立會

譚耀宗憂是預演「佔領立會」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見圖）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
表示，立法會大樓不是示威的地方，限制公眾人士活
動範圍是保障安全。他擔心今次示威是預演「佔領立
法會」，當日亦有幾名激進派立法會議員的助理混在
示威者當中，裡應外合。他認為，立法會秘書處應認
真總結經驗。而建制派議員會於今日提出改善建議，
並提交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及秘書處參考。

林健鋒批示威者或有預謀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亦批
評當日示威者罔顧安全，認為示威可能是有預謀，對
有人衝入立法會大樓表示遺憾。他認為，社會變得兩
極化，往往因小事演變成衝突，促請立法會秘書處檢
討相關政策和制定處理方案，有需要時盡早尋求警方
協助，令議員可以安心工作。他又指，秘書處事前無

法預測有人衝擊立法會，保安人員亦已盡最大努力阻
止事件，但保安人數有限，秘書處亦不可能無限增加
保安人數。

陳鑑林：議員與示威者「裡應外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則批評，在當日有議員與

示威者「裡應外合」，衝入立法會大堂。他認為，議
員應維持議會正常運作，但相信市民亦不會同意干擾
議會運作的行為。他憶述當日參與示威的新界居民都
是和平、守秩序，後期則有部分非村民的示威者擾亂
秩序。他促請立法會亦應檢討處理事件手法。

謝偉俊：發生激烈行為前做好準備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指，隨着近年社會分化日趨嚴

重，當局應在社會發生激烈行為前做好準備。至於建
制派計劃今日會就事件處理方法提交建議，謝偉俊稱
需考慮內容後，才決定會否聯署。他又明白受新界東
北發展影響的居民訴求殷切，但他呼籲居民應有多些
耐性。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則表示，當日下午有一批新界東
北居民進入大堂靜坐，由於人數不算多，亦沒妨礙會
議進行，當時認為可作最大程度容忍，毋須報警；但
到晚上有另一批與靜坐着無關的人士衝入大樓大堂，
行為變得激烈，其間有工作人員受傷，秘書處認為人
數過多，控制上有困難，須阻止他們再進入大堂，所
以報警求助。

曾鈺成：妨礙會議進行屬違法
曾鈺成指，立法會搬遷時已作仔細研究，訂出可供
公眾進行活動的位置。而立法會場地一直盡量向市民
開放，雖然立法會大樓內的大堂並非示威地點，但公
眾若無擾亂會議進行，立法會將採取最大容忍，容許
他們留下；但妨礙會議順利進行則屬違法，需採取必
要措施。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將於明日開會，認真

檢視事件、研究改善措施及需否加
強保安等，以防同類事件再次發
生。
另外，立法會多名反對派議員在

大會和多個委員會上發動「拉布
戰」，「三堆一爐」、新界東北前
期工程、瑪麗醫院重建工程等民生
項目撥款進程受到阻延。身兼立法
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譚耀宗批評拉布已變得常態
化，每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會拉布，近期更擴展至其他
委員會，若議員繼續拉布，政府就難以處理房屋、廢
物及經濟發展問題。他指，議事規則委員會正就剪布
機制發問卷諮詢立法會議員，包括是否授予大會主席
更大權力處理過千項瑣屑無聊的修訂等，但因修改議
事規則屬於議員提出的議案，需要進行分組點票，泛
民議員卻好像「縱容」激進泛民議員，故相信通過修
改的難度很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上周五討論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期

間，部分居民和激進派示威者一度闖入立法

會大樓內示威，事件造成5名保安員受傷，

立法會秘書處報警求助。多名議員批評有反

對派議員與示威者「裡應外合」，更預演

「佔領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會於今日向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及秘書處提出改善建議。曾

鈺成則稱，立法會對公眾採取最大容忍，但

若妨礙會議進行會採取必要措施，立法會行

政管理委員會將於明日開會檢討，以防同類

事件再次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上周五逾百名示
威者佔據立法會大堂，反對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
發展區前期撥款，最終撥款未能表決。署理發展
局局長馬紹祥對事件表示遺憾，稱明白新界東北
居民對土地和家園有感情，但在法理上有關土地
屬官地，並非由居民擁有，政府會按現有機制賠
償居民，但由於有居民要求多於機制標準，當局
需時研究。
馬紹祥昨日出席一項活動時表示，新界東北發展

區項目需要時間研究，預計政府在完成收地工作
後，仍需要4年時間準備才能展開工程。他強調，
目前仍有充裕時間與居民商討賠償等問題，但認為
發展計劃的前期撥款應盡快表決。至於當地的農業
問題，馬紹祥指政府會做好配套及配合工作。

佔立會反審撥款 發展局表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