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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周永康涉嫌嚴重違紀，中共中央決定，由中
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周永康是中
共執政以來涉貪腐被立案審查的最高級別官員，打
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慣例，彰顯以習近平為總書
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刮骨療毒」的反腐決心和勇
氣，標誌反腐進入新階段。中央對任何貪官「零容
忍」，無例外地追責，徹底清除根深柢固的貪腐毒
瘤，為下一步改革掃除阻礙，振奮人心，贏得海內
外輿論的高度評價和廣泛肯定。

長期以來，內地官場貪腐問題屢禁不絕，越演越
烈，已成為可能導致亡黨亡國的頭號難題。周永康
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位列國家
主要領導人之一，有關其因貪腐被查的傳言舉世關
注。中央決定對周永康立案審查，可謂史無前例，
被喻為是新中國建國以來拿下的「最大老虎」，充
分顯示中央整吏肅紀的決心，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實
現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讓人民看到反貪敢動真
格，絕非徒具形式。

十八大以來，從薄熙來、徐才厚到周永康相繼落
馬，中央用實際行動向外界傳遞強烈信號，反腐無
禁區、無特權，再高的官位也不是「免死金牌」。
查辦周永康正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
加大反腐力度的必然結果，再次證明無論級別多

高、權力多大，只要違紀定受嚴懲！而且，查處周
永康不是反腐的終點，而是一個新起點，意味反腐
力度更大、範圍更廣，今後的反腐會繼續老虎蒼蠅
一起打，看誰還敢心存僥倖貪贓枉法！

此前，一批與周永康有關的高官，如李春城、郭
永祥、李崇禧、李東生、蔣潔敏、冀文林等已經落
馬，牽涉到政法、地方、國企等政商部門。這說
明，以周永康為首的一眾高官，勾結成為關係錯綜
複雜的貪腐集團，侵吞國家財富。中央查處周永
康，就是向利益集團「開刀」，剷除貪污山頭，從
根本上肅貪倡廉。中央通過推倒貪腐的權貴集團，
樹立法治權威，清除阻礙國家發展的絆腳石，為啟
動全面深化改革創造更好環境。

中央懲治腐敗決心堅定，力度空前，一批違法違
紀的位高權重官員被查辦，反腐肅貪的成果有目共
睹，獲得海內外輿論的高度評價。美國前總統克林
頓稱讚：「習近平反腐做得特別好，值得鼓掌。」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網站的文章指出：「隨習近平
反腐運動的成功，使他能夠進行更深入的經濟改
革，這會提高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因而提振中
國經濟。」中央查處周永康，具有「猛藥去痾、重
典治亂」的意義，必將加強廉政建設，進一步提升
中國文明進步的國際形象。 （相關新聞刊A1版）

查處周永康 反腐新階段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日宣佈，

將於簽名行動結束的 8 月 17 日舉行大遊
行。展望一個月的簽名期，簽名總數將會
是香港史無前例的紀錄。大聯盟於簽名行
動結束的8月17日舉行大遊行，這將為香
港沉默大多數表達訴求提供又一個平台。
當香港繁榮穩定和市民福祉面臨「佔中」
威脅時，沉默大多數將在8.17站出來遊行
發聲，對「佔中」說「不」，既是彰顯香
港真正的主流民意，也顯示廣大市民齊心
守護法治和家園。

香港有一個龐大的沉默大多數，包括各
階層的市民，他們並不熱衷於政治，而是
更多地關心自己的生計和家庭。他們不參
與各種街頭運動，渴望安寧和諧的社會環
境。長時間以來，反對派利用沉默大多數
不熱衷於政治的特點，利用街頭運動，製
造了公眾支持反對派的假象，以綁架民
意。但是，在反對派的「佔中」直接威脅
市民生計之後，沉默的大多數終於開始發
出自己的聲音。

從本月19日起，「保普選 反佔中」大
聯盟發起簽名行動，市民反響熱烈，至上

周日行動舉行9天，簽名總數已突破93萬
個。所謂「佔中公投」進行9日，但到實
體票站投票的只有7萬人。反「佔中」簽
名頭9日的簽名人數是「佔中公投」的10
多倍，說明社會上反「佔中」的民意遠遠
超過支持「佔中」的民意。

在香港社會，沉默大多數雖然不熱衷於
政治，但他們也要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
正如魯迅所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
沉默中滅亡」。面臨「佔中」摧殘香港繁
榮穩定，打爛市民大眾飯碗，沉默大多數
終於在沉默中爆發。反「佔中」簽名行動
已爆發出排山倒海的主流民意，而8.17大
遊行在沉默中爆發的民意，將更加氣勢磅
礴。

反「佔中」簽名開始後，反對派馬上感
到了壓力。這說明反對派最害怕沉默大多
數站出來發聲。沉默大多數需要在反「佔
中」簽名和8.17遊行中展示力量，在所有
發聲領域展示香港真實的民意對比，徹底
打破香港被反對派利用各種遊行示威綁架
民意的假象！

（相關新聞刊A2版）

8.17大遊行 沉默大多數反「佔中」

特首：官員反對違法屬應有態度
守法與犯法無中間地帶 陳家強蘇錦樑已簽名

表明會以市民身份參與「保普選 反佔中」
簽名行動的梁振英，昨日上午在出席行

政會議前被問到是否已簽名時坦言，由於有些
街道比較狹窄，香港傳媒人數比較多，為了不

影響當地市民使用行人路、影響商舖等，仍然
有待安排。

癱中環違法 無所謂「共識」
梁振英說：「簽名方面要看時間，方便時
經過甚麼地方就去簽。我知道很多傳媒朋友
最近這幾天都問（我甚麼時候去簽名），大
家都想拍攝到這個鏡頭。（我）再想想，但
我未簽。」
被問及反對者聲稱，問責官員支持反「佔
中」簽名「無助縮窄分歧」，梁振英指出，
設計與發起「佔中」者已表明，「佔中」是
違法行為，是以犯法方式癱瘓中環，威迫中
央接受其政改方案。官員反對任何違法行為
是應有態度，守法與犯法之間沒有中間地
帶，也不需要形成共識，共識就是全港市民
均應守法。
梁振英表示：「我想任何一個政府人員，

或者任何一個守法、不想犯法的市民反對這
麼大規模的犯法行為，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作
為政府官員應該有的一個態度。雖然我們簽

名是一個個人行為，但這個不存在說怎樣拉
近共識；在守法和犯法之間，是沒有一個中
間地帶，亦不需要形成一個共識，共識就是
我們全香港社會都應該守法。」

允下輪諮詢時間足夠發表意見
被問到下一輪諮詢工作，梁振英承諾，屆

時會安排足夠時間讓各個方面發表意見，
「我看現在都不需要定下來，說那個時候我
們具體的時間表怎樣做，眼前就是8月底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是怎樣。我們一步一步做好，
希望有足夠時間做到最後那一步。其實最需
要時間那一步，還是在香港的立法，立法後
可於 2017 年有第一個普選產生的行政長
官。」

林鄭認同保普選反「佔中」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

時表示，她很欣賞有民間團體、社團，自發
性地安排了一些平台，讓社會大眾、市民去
發表意見，認同有關團體的「簡單理念」，

一是反對違法「佔中」，二是希望達至普
選。「我到目前（昨日）為止是未簽的，等
如我們早前回應傳媒，在適當時候就會考慮
去簽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行政長官梁振英及其問責

團隊表態支持反「佔中」簽名

行動，最新簽名的官員包括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梁振英昨日強調，設計與

發起「佔中」者表明「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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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官員反對任何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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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反對派聲
稱願與中央官員就政改
問題交流，卻對會面立
下諸多前設，更拒絕放
棄鼓吹違法「佔中」。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昨
日強調，特首「愛國愛
港」、政改按基本法行
事等原則是絕對不容妥

協的，即使「佔中」也不可能威迫中央政府讓
步，而溝通就像「跳探戈舞」，要配合才能成
事，故期望反對派回歸理性。

張曉明屢釋善意惜未成事
香港反對派口稱願在「無前提」下與中央官

員溝通，實際卻立下諸多前設，表現毫無誠意。
劉漢銓昨日與傳媒聚會時形容，任何的溝通，都
像「跳探戈舞」，需要雙方合作才能成事，「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多次（向反對派）釋出善意，但
仍然無法與反對派達成溝通。」
被問及反對派聲稱，既無「白紙黑字」的法
律條文說明2017年特首普選不會是「終極方
案」，則「袋住先」無異於「天仙局」。劉漢銓
反駁，全國人大常委會實難以列明「2017年行
政長官普選並非終極」，「是否今後每條法例均
須列明是否終極？……法例定會按社會發展適
時調整。」
他強調，「中央一直與香港有商有量，包括

提名候選人數目，以至出閘門檻應否『過半數』
等，都是『有得傾』的。（但）愛國愛港以及按
基本法行事等原則底線，是絕對不能妥協的。」

批「佔中」累股市每分鐘失5億交投
劉漢銓並批評，鼓吹「佔中」者「開宗明
義」要違法「佔中」，這種無法無天所為不可能
成功，更不可能脅迫中央政府「屈服」，只會損
害全港市民的利益，「（『佔中』）將會對股票
買賣交收造成混亂，嚴重影響香港經濟，每分鐘
至少影響5億元的交投。」
他呼籲，反對派應回歸基本法，聚焦商討選

舉辦法，包括候選人數目以至出閘門檻等。「即
使是兩個利益對立、政見南轅北轍的國家，最終
都能夠達成共識，何況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我
對政改感到樂觀，相信大家一定可以通過協商尋
求共識。」

晤戴陳朱3搞手 林鄭籲棄「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策動「佔領
中環」，試圖威脅中央接受不符基本法的「公民提
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首次與「佔中」3名
發起人會面後強調，特區政府不認同「佔中」的手
段和目標，任何人試圖以違法行為的手段，要令中
央和特區政府屈服，「這個目的是不能達到。」她
呼籲反對派放棄「佔中」，讓香港社會回到比較平
和理性的氣氛。

「佔中」投票「保普選」簽名目標一致
林鄭月娥昨日首次會見違法「佔中」的發起人戴
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她在會面後形容，無論是
「佔中」行動舉行的投票活動，還是「保普選 反佔
中」的簽名行動，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就是熱
切期盼在2017年能夠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這個
願望與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意願是一致的。
她續說，她這次是第一次親身與「佔中」發起人
會面，並利用是次機會向對方重申，要落實普選特
首，就必須回歸到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
關決定，以此作為討論的基礎，大家有商有量、縮
窄彼此的分歧，凝聚共識，這樣才能達成普選的願
望。

會面氣氛友善 對方態度強硬
林鄭月娥形容，會面氣氛都是平和友善的，她非
常凝重地對「佔中」發起人說，特區政府並不認同
「佔中」的手段和目標。「佔中」將會癱瘓中環，
為中環帶來很多日常運作上的不方便，並向對方反

映不少商界、社會團體、市民等對「佔中」的憂
慮，希望他們放棄「佔中」，「我察覺得到他們的
態度就比較強硬一些，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她強調，以違法手段，試圖要中央和特區政府屈

服，或者威逼中央及特區政府接受「佔中」發起人
的方案，「這個目的是不能達到的。」因此，她苦
口婆心地希望「佔中」發起人三思，是否真的需要
「佔中」。
林鄭月娥重申，特區政府非常尊重市民表達意見
的權利，但希望大家採取的是和平、理性、合法的
手段，唯有這樣才能保持香港守法、依法辦事的的
核心價值。「如果香港有任何違法的行動發生，我

們的執法機關一定會依法處理這件事，這個態度是
非常肯定的，所以我們亦會對於日後可能真的不幸
發生一些『佔領中環』、癱瘓了中環的行動，亦會
採取適時的行動。」

年底再諮詢 盼明年初交立會審議
林鄭月娥又透露，特區政府將爭取在今年底展開

第二輪政改諮詢工作。一般而言，當局的諮詢工作
為期兩三個月，而在每一次的諮詢過程中，他們都
會確保有足夠時間讓各個團體、政黨、立法會議員
和巿民發表意見。她並期望可於明年年初，將修改
特首選舉辦法的議案提交立法會進行審議。

工聯促向中央反映「公提」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拒絕放棄不符基本法的「公民提名」。
工聯會昨日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政
改問題會面。工聯會會長林淑儀在會後
表示，該會促請特區政府向中央反映，
香港主流意見都認為「公提」不符合基
本法，希望令第二階段政改諮詢能夠聚
焦討論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不要再浪
費時間。

盼次輪諮詢聚焦提委會組成

林淑儀昨在與林鄭月娥會面後表示，
香港市民一致期望於2017年一人一票選
特首，但目前的所謂「公民提名」等討
論是「拉遠了話題、浪費時間」，「如
果一直爭論下去，我們擔心到10月仍然
談不合攏。」
因此，工聯會建議特區政府向中央說

明，「公提」違反基本法，讓香港社會
根據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在下一輪政改諮詢期間聚焦討論提名委
員會的組成方式，以免再浪費時間。林
淑儀引述，林鄭月娥在會面中未有具體
回應政改第二階段諮詢會否包含「公民
提名」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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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強調梁振英強調，，官員反對任何違法行為是應官員反對任何違法行為是應
有態度有態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漢銓 潘達文 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新聞秘
書昨日透露，陳家強在外遊返港時已經以
個人名義簽名反「佔中」。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也到「保普選 反
佔中」大聯盟設在灣仔的街站簽名（見
圖）。 文：鄭治祖 圖：網上圖片

高官簽名反「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