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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政改討論的敏感時刻，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
委員會決定調查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實施情況，這不
過是中英談判期間以及香港回歸中國前夕英國企圖延
續殖民影響力的故伎重施。回顧歷史，不能不令人對
英國干預香港政治事務高度警惕。為了在香港回歸後
延續英國的殖民主義利益，英國實際上已經苦心經營
了許多年，英國以引入代議政制為契機，在香港培植
了一幫反華亂港的親英政治勢力，形成了今天他們的
代言人和代理政黨。因此，幫助這些親英政客奪取香
港的管治權，就能夠延續殖民主義影響力，這就是英
國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和普選的目的。

「對英國人一點也軟不得」
早在1984年，英國政府一方面與中國就九七問題進

行談判，另一手推出代議政制白皮書，以標準的英式
非殖民地化方式「還政於民」，強調要建立「一個權
力植根於香港的代議政制」。英國管治香港一百多年

來，一直實行的是由港督說了算的英式殖民專制統
治，在中英談判期間，卻突然要啟動民主改革，其司
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從中英談判開始，中方已清楚表
明，反對英國在香港建立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
體延續殖民統治影響力。

至香港回歸中國前夕，這個問題更加突出。1993年
10月，在彭定康拋出 「三違反」方案後，鄧小平語氣
嚴厲地指出： 「香港的情況我很清楚，香港問題就是
一句話，對英國人一點也軟不得。」鄧小平一針見血
指出：「英國人最近要從政治入手，搞『政治民主
化』來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九七後英國仍然要管
理香港。」「這種訛詐的方式和主張，是嚇不倒中國
人的。中國人在主權問題上不會放過一分一毫，更不
用說一寸。」（《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

英下議院不過是故伎重施
中英談判期間以及香港回歸中國前夕英國企圖延續

殖民影響力的企圖，都遭到了失敗。現在，香港已回
歸中國17年，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決定調查聯
合聲明及基本法的實施情況，不過是故伎重施。

英國政府7月10日公布最新一期香港半年報告書，
一方面肯定「一國兩制」在港運作良好，但在政改問
題上卻舊調重彈，再提出香港普選須有「真正選
擇」，明顯與香港反對派提出的所謂「真普選」互相
呼應。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決定調查聯合聲明
及基本法的實施情況，英國對香港政改普選的立場
等，是企圖在香港政改問題上與香港反對派裡應外合
搞「大合唱」，實質是挑戰中國主權，挑戰中國政府
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否定基本法有關普選的規定，
從而設立一個能確保殖民主義代理人「入閘」的政改
方案。

英國干預香港普選已有前科
其實，英國干預香港普選已有前科。英國外交及聯

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去年在本港兩份報章及英國
政府網頁撰文，聲稱「英國與香港有深遠的歷史關
係，故就聯合聲明當中所作的承諾，必然認真對
待」，「英國也隨時（為香港普選）準備提供任何支
持」。所謂「準備提供任何支持」是指甚麼呢？施維
爾可謂不打自招，暴露英國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和普選
已經赤膊上陣。但是，施維爾所言乃彌天大謊，普選
是中央政府主動向港人在基本法中作出的莊嚴承諾，
而非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
會現在又將施維爾的謊言重複一次，但是，謊言重複
一萬次也不能變成真理。

英國必須正視，干預香港普選必損其身。英國要保

住在香港的利益，就要保持
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在這個
意義上，中英兩國目標完全
一致。實踐證明，「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符合香
港的發展實際，也符合中英兩國利益。只有全面準確
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香港的繁榮
發展、各項事業取得全面進步才長遠可期。因此，香
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有賴中央支持特區政府不折不扣
實施基本法。

內外勾結破壞普選將成歷史罪人
6月中旬，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英國期間，發

表的中英聯合聲明亦認為，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維護和促進香港特區的繁榮與穩定符合雙方利
益。英國應該明白，香港普選按照基本法辦事的正軌
推進，避免香港因普選出現混亂，這也是對英國利益
最有效的保障。因此，英下議院調查聯合聲明落實的
白日夢囈可以休矣！

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實踐》白皮書指出：「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
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
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 包括英
國在內的任何外國勢力必須認識到，在涉及中國主權
尊嚴的香港政制發展事務上，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絕
不允許任何外國插手干涉。反對派也必須認識到，內
外勾結，引狼入室，是破壞香港普選，如不懸崖勒
馬，勢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英下議院調查聯合聲明落實的夢囈可以休矣！
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決定調查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議題包括英國外交部如何

監察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實施，英國對香港政改普選的立場等，這純屬白日夢囈。須知

1997年之前香港問題是中英兩國之間的事，1997年之後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香港回歸

後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香港基本法的依據是中國憲法，絕非中英聯

合聲明。英國無權對基本法的實施和香港政改普選等議題展開調查。中英聯合聲明確定英國

政府於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區交還中國政府，中國收回香港已17年，英下議院居然調

查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實施情況，這是赤裸裸干預中國主權和內政，本身就違反了聯合聲明

和國際法，英下議院調查聯合聲明落實的白日夢囈可以休矣！

黎智英的「黑金賬單」就像一面照
妖鏡，不但將反對派的不堪面目表露
無遺，更令外界驚覺原來本港政壇一
直有一張「黑金」巨網，將整個反對
派都收編其中，當中包括反對派政黨
政客、「香港貪心」、「貪財主
教」，以至「澳洲碩」鄭宇碩統領的
「真普聯」等，都一直有收取黎智英

「黑金」。表面看來，在「黑金賬單」中並沒有「佔

中」的份兒，是否說明「佔中」不涉黎智英的黑金網
絡呢？其實不然。只是對於這個重型武器，黎智英份
外小心，用了暗渡陳倉的辦法兩路「泵水」操控而
已。
第一個渠道就是通過向朱耀明擔任主席的「民主發

展網絡」捐贈50萬元，間接將錢輸送到「佔中」行
動。早前文匯報已揭發「佔中」由於是非法組織不獲
註冊，所以一直以來都是利用「民網」這個「殭屍」
組織的戶口作籌款之用。連「佔中」主事人也承認，

因公司註冊失敗而不能在銀行正式開戶，遂借用「民
網」戶口。即是說「民網」與「佔中」戶口是二合為
一猶如「連體嬰」，而「民網」基本上已停止運作，
黎智英通過親信Mark Simon向「民網」泵水，款項其
實全數都是流向「佔中」，捐款「民網」不過是明修
棧道。
第二個渠道則較為隱蔽。自從提出「佔中」行動之

後，戴耀廷就成為了《蘋果日報》的「明星級作
者」，定期在《蘋果》論壇版上發表文章，連篇累
牘，有時候一星期多達幾篇，據悉有關稿費不菲，而
戴耀廷曾公開表示，會將所有稿費捐作「佔中」的行
動經費。這說明黎智英給予戴耀廷不菲稿費，醉翁之
意不在酒，而是藉稿費迂迴地泵水到「佔中」，而年

多來的稿費恐怕是數以十萬計。
黎智英兩路泵水「佔中」已是證據確鑿，但戴耀廷

在面對傳媒查詢時，竟然詭辯指沒有收過署名為
Mark Simon者的任何捐款云云。這是公然玩弄「語
言偽術」，他當然沒有收過Mark Simon捐款，但他
卻通過「民網」和稿費收取黎智英獻金，戴耀廷根本
是「睜大眼講大話」。而黎智英如此費煞思量的泵水
「佔中」，目的顯而易見，就是利用大筆捐款來操控
「佔中」。至此反對派各政黨、「真普聯」、「佔
中」、教會、輿論都已在其掌控之中，讓他可以幕後
操盤，配合外國勢力介入政改。前台的反對派不過是
扯線公仔而已，虧戴耀廷還大言不慚指自己代表民
意。

黎智英兩路「泵水」操控「佔中」 申不平

■責任編輯：林立勝 2014年7月31日（星期四）

唔准！呢間嘢
啲食材有問題，
佢搞掂咗先去
食。

媽媽，我要
食麥當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在吵鬧聲中休會。首次擔任財
委會主席的吳亮星昨日在總結過去一段時
間的工作時表示，他對在審議新界東北撥
款時所作的裁決無怨無悔，並會以「食得
鹹魚抵得渴」態度接受批評。不過，他
批評反對派議員不斷對他提出不信任動
議，是無事生非，浪費公帑。
立法會財委會昨日年結記者會上，總
結在2013/2014年度，財會共舉行了35
次會議，審議82項財務建議，議程較去
年多四成，其中65個項目獲批核，批出
撥款中工務工程佔約370億元，非工務工

程佔約530.6億元。

主持會議表現 自評最高80分
會上，吳亮星多次被問及他如何自評

主持會議的表現時，給了自己「60分至
80分。」他笑說，自己未能獲得更高分
數，主要是他未能適應目前各種衝擊議
會的文化，例如有議員將腳放桌面、穿
短褲以至其「語言運用」等。
就審議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時，他
是否受到「壓力」而盡快通過有關申請
時，吳亮星否認，但認為政府在新界東
北前期工程的諮詢期內，收到了4萬份反

對意見，7份支持，「為何會發生這樣的
情況？當局必須認真對待有關問題。」
他坦言，自己過去一年處理了不少具爭
議性事件，而來年因尚需處理「三堆一
爐」及設立創新及科技局等具爭議性議
題，相信下年度情況仍與本年度一樣，
希望政府應該做好溝通工作。他也明白
議員關注議題對民生影響，但也不可以
無止境地討論同一議程。

「食得鹹魚抵得渴」
在回應反對派多次在財會上針對他提

出不信任動議時，吳亮星笑言，自己已

不是小朋友，「被人鬧幾句便唔玩。」
他是有承擔的，不會隨便放棄主席的工
作，對外界的批評也不會感到很難堪，
因為服務社會就需要抱有「食得鹹魚抵
得渴」的心態。
他認為，在過去一年，學到很多東

西，當主席面對會議拖得太長，就需要
在討論和審批議案之間作出取捨。他對
自己過去一年的處事，是不偏不倚、無
怨無悔的。另外，立法會財委會將於10
月3日選出新一屆會期的主席，吳亮星
表示，屆時一定不會再參選，至於隔年
後會否捲土重來，則目前言之尚早。

吳亮星批反對派屢提不信任動議嘥公帑

■■香港建設管理交流中心聯同香港建設管理交流中心聯同2020個專業團體合辦個專業團體合辦「「一一
國兩制白皮書及基本法研討會國兩制白皮書及基本法研討會」。」。 記者黃偉邦記者黃偉邦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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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在公
布「一國兩制」白皮書後，有人聲稱白皮書將
司法人員視為需要愛國愛港的「治港者」，違
反了基本法保障的「獨立司法權」。在昨日一
研討會上，多名講者均強調，白皮書中多次重
申了香港特區擁有獨立司法權，又認為要求法
官愛國愛港並無不妥。
在昨日由香港建設管理交流中心舉行的研討

會上，資深大律師鄭若驊指出，白皮書一再強
調了香港各級法院擁有獨立審判權，而她也不
相信法官會受任何人或傳媒影響。法官是按雙
方意見及證據裁決的。司法與政治程序不同，
不受游說影響，獨立不偏不倚。

宋小莊：法官效忠憲法包含效忠國家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小莊

指出，根據廣義的解釋，司法機構是政府的一
部分，故白皮書將他們歸納為「治港者」並無
不妥，而治港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中國公
民愛國天經地義」，法官效忠憲法也就包含效
忠國家。

梁美芬：示威造成不必要誤解
西九新動力主席、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表示，白皮書已經被政治化。她批評，部分法
律界人士早前聲稱白皮書「損害」香港的獨立
司法權而發起示威，議題根本就是錯誤的，造
成不必要的分歧及誤解，更令人擔憂此舉會令
中央覺得香港法律界根本沒研究過「一國兩
制」、基本法及國家的法律，才會出現「牛頭
不搭馬嘴」的情況。

經民聯代表許家驊表示，白皮書有助正本清源，他
不明白有何不妥當，未見過有法官不愛國，香港更不
能硬創普世價值及國際標準。
台下，前特區政府駐京辦主任曹萬泰提出關注，指

有香港年輕人揮舞「龍獅旗」，並期望立法會議員能
夠向特區政府提出，加強基本法教育。

香港建設管理交流中心昨日舉行的研
討會，鄒平學與同場的深圳大學港

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小莊，及資
深大律師鄭若驊，探討了《「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的多個議題。

鄒平學：主權不可分割
鄒平學指出，在白皮書五個大章節，
第二及第五部分尤為重要，白皮書清楚
指出國家在憲法規定下成立特區，中央

及特區的權力，其中不同機制下，最終
目的都是統一和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
整，並反駁有人聲稱白皮書「違背『一
國兩制』」，及有人稱中央對香港特區
「只有國防外交權」的說法，「中央權
力肯定是全面的。」
他解釋，國家在1997年對香港恢復行

使主權，是包括治權在內的完整主權，主
權是不可分割的，更不能把主權理解為部
分主權，「不部分的、殘缺的」主權。因
此，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與監督權是中央的
固有權力，而香港的高度自治源自中央對
地方的特殊授權，並非完全自治權，故要
接受中央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中央的監督
權與高度自治並不對立。
鄒平學強調，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

必須承認和維護中央擁有主權及全面管
治權的基礎。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國其
他一般行政區一樣，都不能從祖國分離
出去，都必須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

被問及反對派死撐，拒絕放棄不符基
本法的「公民提名」，鄒平學在會後回
應說，基本法規定特首候選人由提委會
提名，「公民提名」是脫離法治軌道
的，倘所有人都提出違法方案又強調有
其「正當性」，後果將難以想像。
鄭若驊在會上表示，基本法表明，香

港是中國一部分，直轄於中央，中央有
統一直轄的管治權，而從法律觀點看，
白皮書與基本法沒有大差距。宋小莊表
示，白皮書是政策性文件，重要政策宣
示代表中央政府對港的看法。雖不是法
律，但並非一般文件，而是「正本清
源」表述，對「一國兩制」未來的發展
有重要意義。

盧偉國：白皮書有現實政治意義
經民聯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表

示，立法會內外不少議論，有人聲言白
皮書違背了「一國兩制」，甚至有人因
此而拒絕應中聯辦邀請會面。他認為，

社會應細心閱讀白皮書，因為白皮書有
現實政治意義，包括指出香港有人片面
及模糊理解「一國兩制」。為了有正面
解讀，故他們舉辦是次研討會，並相信
香港社會仍有不少人有心樂意仔細了
解。
香港建設管理交流中心創會主席張仁

康說，「一國兩制」實施17年，白皮書
有助香港人好好理解基本法，更釐清了
坊間許多不盡不實的理解。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

梁廣灝表示，白皮書清楚解釋，重申了
中央政策，讓社會客觀理性討論如何發
展香港政制是最合適的。
香港公共行政學會副會長葉旋批評，有人

根據自己的政治背景，對白皮書有誤解。他
十分同意內容，希望各方詳細閱讀。
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副會長何京文表

示，白皮書提到香港選舉要顧各方利
益，並認同論點指中央是主權國，保持
香港現狀也要顧及國家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國務院公布的「一國兩制」白皮
書，全面闡述了「一國兩制」的原
則，在香港社會引起熱議。全國港
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
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鄒平學，昨
日在香港一個白皮書研討會上強
調，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權力「肯定
是全面的」，包括管治權與監督權
是中央的固有權力，這是中央的固
有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國
的其他一般行政區一樣，都不能從
祖國分離出去，都必須維護國家的
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