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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滬港通」全天候測試揭幕刺激，昨日本港

和內地股市同造好，恆指顯著上升逾300點，滬

指更逼近年內新高。「滬港通」成為近期兩地股

市重大利好，持續吸引外資流入尋找投資機會。

事實上，「滬港通」是國家深化金融改革的戰略

部署，加速國企改革和投資市場與國際接軌。

「滬港通」帶動港股，恰恰說明香港背靠國家的

獨特優勢。香港須排除政治干擾，抓住機遇，從

國家深化改革中分享到更大紅利。

自「滬港通」正式公佈後，給股市帶來憧憬，

在資金推動下本港股市走勢樂觀。最近一段時

間，港匯持續強勢。業內人士指出，目前本港銀

行結餘超過 2,000 億元，流動性相當充裕，這些

資金會在不同股份尋找投資機會。上周末美國

ADR港股比例指數報24,507點，大升175點，所

有在美上市的恒指成份股全線飆升，尤其中資股

表現更佳。目前「滬港通」尚處測試階段，昨日

兩地的升市，是外資看好港股和內地股市的先

兆，提振兩地市場信心，短期港股和內地股市可

望保持向上。

「滬港通」是國家新一輪金融改革的重要舉

措。對於香港來說，「滬港通」打通上海與香

港兩個股票市場，內地資金可以直接走出去，

海外資金可透過香港進入內地股市，實現真正

的與國際接軌，為內地資本市場的進一步開放

作大膽嘗試，有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這個

過程中亦促進大型國企改革，提升企業的國際

競爭力，釋放出更大的改革紅利，吸引海外投

資者對內地和本港股市的興趣，給本港投資者

帶來更多更大的機遇。對於內地來說，隨着

「滬港通」的逐步落實完善，內地股民與國際

接軌，更趨理性成熟，將進一步有助促進內地

資本市場開放和健康發展。

「滬港通」也是中央大力挺港的體現，有利於

香港進一步發揮內地通往國際市場的窗口和平台

作用。這說明香港優勢仍然存在，國家發展需要

香港，也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實現更大發展提供

了堅強保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關鍵是香

港要把握機遇，保持社會穩定，堅決反對「佔

中」之類的違法抗爭，以免衝擊股市和經濟發

展。正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近日所指：只要大家

團結一心，凝神聚力，排除干擾因素，減少社會

內耗，香港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相關新聞刊A2版）

「滬港通」利好金融 香港須把握機遇
聯合醫院一名病理科女醫生由去年10月

至今年5月間，錯誤分析118名病人的病理

報告，當中17份有明顯錯誤，其中一名外

科及一名婦產科病人要修改治療方案。院

方就事件向病人及家屬致歉，並會成立獨

立委員會跟進事件。事實上，病理報告直

接影響對病人的診症治療，攸關病人健康

安危，絕對不容有絲毫錯失或疏忽。肇事

醫生錯誤分析病理報告數量多，性質嚴

重，須嚴肅追究懲處。聯合醫院監管不

力，難以卸責。當局應主動介入調查事

件，追究相關人士及醫院的責任，堵塞監

管漏洞。

醫生主要通過病人的病理報告去判斷病

情，在進行外科手術或內科用藥前，都必

須先察看病人的病理報告，繼而提出合適

的治療方案。如果病理報告搞錯甚至是錯

誤分析，隨時會導致治療方案出現差錯，

輕則影響治療效果，重則攸關病人生命。

然而，肇事醫生在處理的病理報告中，竟

然有 118 份存在偏差。如此驚人的錯誤數

字，如果不是由於專業水平以及經驗不

足，導致錯誤分析頻頻，就是對病理報告

粗心大意，沒有將病人安危視為頭等大

事。有關行為明顯屬於嚴重事故，肇事醫

生更涉及專業失德，犯了醫者大忌，有關

方面必須查清事故成因，弄清違規醫生責

任，嚴肅追究懲處。

近年本港醫療事故不絕，開錯刀、打錯

針、配錯藥、輸錯血等事故屢見不鮮，使

病人的生命安全缺乏保障，打擊市民對公

營醫療的信心。儘管過去醫院發生一次又

一次的嚴重事故，引起社會強烈批評，但

由院方發表的調查報告，往往傾向於保護

犯錯的醫護人員，懲處不痛不癢，難收阻

嚇之效。雖然不是說每次調查都要人頭落

地，但有關懲處理應與事件的嚴重性相

符。否則，懲罰有名無實，根本難以增強

員工的危機意識和問責精神。這次錯誤分

析病理報告事件性質嚴重，有關調查除了

由院方進行外，當局也應積極介入，以查

清事故成因以及院方是否存在監管上的漏

洞，並且研究設立懲罰機制，從制度上防

止事故重演。 （相關新聞刊A3版）

嚴肅追究病理報告錯誤事件
A5 重要新聞

「捐款」疑酬金 陳方安生涉逃稅
獲政治獻金為壹傳媒「發聲」公民行動投訴促稅局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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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財喜質疑「捐款」實服務酬金
香港公民行動主席、中西區區議員陳財喜指出，近日有傳

媒披露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涉嫌收受「捐款」後替壹傳媒
集團主席黎智英辦事，質疑有關「捐款」其實是服務酬金，
因而需為該筆入息繳納稅款。他指出，曾有「香港良心」之
稱的陳方安生，由今年1月起共收取350萬元捐款，隨後卻在
接受英國傳媒專訪時，大力批評匯豐銀行及渣打銀行等原英
資機構對黎智英所屬的《蘋果日報》「抽廣告」，並去信匯
豐主席范智廉及找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商討」。

赴英申訴「抽廣告」屬「對價服務」
他續稱，陳方安生以為香港爭取「真普選」為名出訪英

國，卻在出席英國國會聽證會時，乘機以不點名方式為《蘋
果日報》被「抽廣告」一事作出申訴。香港公民行動認為，
公眾完全有理由相信陳方安生此等言行，都是獲取「捐款」
後的「對價服務」，亦即是該筆350萬元款項並非單純的政
治捐款，而是夾雜游說服務的政治酬金。
香港公民行動指出，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的規定，任何機構

或個人在收取金錢提供相關服務，都屬於服務收益，需要依
法繳付利得稅或個人入息稅，促請稅務局嚴肅跟進調查。陳
財喜引述一名稅務局的投訴主任指出，縱然展開調查並有結
果，但基於個人私隱，有關資料亦會盡量保密。
陳財喜卻認為，陳方安生曾官至政務司司長，現時收取個
別人士的鉅額捐款，並積極參與捐款者所屬公司的商業行
為，令人質疑有關捐款可能是「延後利益」，事件涉及公眾
利益，市民亦有權知悉真相，「不希望有政商勾結的情況，
污染我們的民主土壤，以致有劣質民主的出現！」

促陳太拿出「政治良心」全面交代
香港公民行動又批評陳方安生以簡單一句「抹黑」試圖蒙

混過關，促請她拿出「政治良心」就事件向社會作出全面交
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黨主席李卓人
被「壹傳媒股民」踢爆，早前曾收取壹傳媒集團主
席黎智英合共150萬元的「政治黑金」，事件「敗
露」後，李卓人竟然聲稱，當中有50萬元是代工
黨「袋住先」，而且一袋就是9個月。他昨日在電
視節目中承認，黎智英是工黨最大單一捐款來源，
但又轉移視線，聲稱其他政黨都有收受捐款，揚言
可藉今次機會一併討論是否訂立政黨法云云。立法
會漁農界功能界別議員何俊賢批評，事件焦點是李
卓人收了大筆巨款後有沒有申報，是否構成逃稅之
疑。李卓人不能以「遊花園」手法，圖轉移視線為
自己脫責。
李卓人昨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承認，黎智英是

該黨最大單一捐款來源，即是「幕後金主」。他
還「踢爆」稱，相信部分反對派政黨都是一樣，
「工黨早前收到黎智英的 150 萬元捐款，會計在
今年的賬目內，佔工黨今年以來捐款和收入總數
約四分之三」，他承認，政黨在接受政治捐獻方
面，需要進一步提高透明度，各政黨可藉今次機
會，討論是否訂立政黨法，有關討論，各黨派都
不能迴避云云。

何俊賢批如賊被捕後說要付錢
對於李卓人的詭辯，何俊賢指出，李卓人今次飲

了「黎水」被人「踢爆」後，便草草把「私款」
「嘔返出來」再存入工黨，情況就如某人在超市內
偷了東西，被當場捉到才說要付錢。事件被揭發
後，李卓人一直迴避，到目前為止，尚有很多疑問
還未解釋，「李卓人自稱私袋了50萬元巨款，除
了沒有向立法會申報之外，個人戶口內突然多了50
萬元，他有沒有向稅局申報，有沒有交稅，如果沒
有的話，是否構成逃稅罪名？作為公職人士，暗地
裡收取大筆金錢，是否已經違反了防貪條例，廉政
公署應否展開調查？」
何俊賢續指，以上各項疑點，李卓人為何不清楚

交代。反之，當有官員出現類似的問題時，李卓人
恍如「瘋狗」般撲出來，誓要把當事人打倒，絕不
放手，這種雙重標準的態度，實在令人髮指。「任
何有思想的人，當有人捐錢給自己的政黨，後又發
現遭人私收落袋，你估黨友會唔會放過有關人
士？」
何俊賢指出，今次事件，令人懷疑該筆款項是否

給李卓人補貼「五一遊行」活動之用，今次被踢爆
後，才「死死地氣」放入工黨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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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
師會會長林新強昨日入稟高等法院，
指《蘋果日報》於8月1日題為〈市
建局$1租金地舖營運梁粉基地、林新
強年搵千萬〉的頭版報道，及於8月
8日的〈林公司疑向市建局報細數〉
的文章，內容涉及誹謗成分，令人覺
得他是不誠實及貪心的人。因此，決
定控告蘋果日報有限公司、總編輯張
劍虹、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及蘋果
互聯網有限公司，要求法庭禁制再刊
登有關報道，及向《蘋果日報》索
償。

促停止一切針對性抹黑宣傳
日前，林新強與妻子古凡曾經發聲
明，指已委託律師向《蘋果日報》對
其誹謗行為正式提出訴訟。聲明指
出，由於《蘋果日報》日前的不實報
道對林新強及其家人造成巨大傷害，
已於本月1日致函《蘋果日報》，要
求該報停止一切針對他的抹黑宣傳，
並要求《蘋果日報》彌補報道造成的
影響，並作出對應的道歉。但《蘋果

日報》一直沒有任何回覆，並繼續發
表針對他的失實報道，因此，決定採
取進一步法律行動，向《蘋果日報》
對其誹謗行為正式提出訴訟。
林新強又向《蘋果日報》及其總編
輯張劍虹發律師信，指有關報道涉誹
謗。林新強的代表律師在信中提出4
點要求，包括要求該報收回報道並作
書面道歉，及承諾不再發表有關指
控；要求該報書面承諾，不進一步發
布涉事報道及電郵；要求刪除在該報
相關網站上所有有關報道；採取措施
防止有關報道在其網站或其他地方被
進一步發布。
入稟狀又指《蘋果日報》的記者於
7月以電郵去信律師會，就林用律師
會信紙推薦兒子入讀城市大學法律課
程的事件詢問，令人覺得他濫用職
權，亦要求法庭禁制該封電郵。另又
指《蘋果日報》將其言論作負面報
道，以促使在周四舉行的特別會議
中，通過對他的不信任動議。林新強
昨回應指於上周六已預備好入稟狀，
但卻未及交到法庭，才在昨天入稟。

「關愛香港」「巫婆」辦抗議 誠信破產促下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涉嫌收受壹傳媒集
團主席黎智英的捐款醜聞持續，團體「關愛香港，情繫中華」昨午
到毛孟靜位於美孚新邨的辦事處抗議，認為毛孟靜對捐款前言不對
後語，誠信破產理應立即下台，同時要求廉政公署就議員「黑金政
治」事件展開調查。
「關愛香港，情繫中華」約10名成員高舉寫有「死雞撐飯蓋，市

民好憤慨！」、「肥黎巫婆一丘貉，賣國禍港老命搏！」、「議員

誠信破產，促請立即滾蛋！」等標語橫額，昨日下午抵達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毛孟靜於美孚新邨第4期的分區辦事處門外示威。是次活
動發起人姜俞安認為，毛孟靜一直將「公平公義」宣之於口，但原
來自身涉及黑金醜聞，是雙重標準，並指責毛孟靜未有公開詳細的
銀行紀錄以示清白，「她沒理由只取一星期的銀行過數紀錄展示，
她應該完整地公開36個月的賬簿，因為之前已經有報道證實過，她
收受的50萬元，與黎智英的捐款銀碼是吻合的！」

「擠牙膏式」回應 未堂堂正正解釋
她續稱，毛孟靜以「擠牙膏式」的方式回應醜聞，曾表示由其丈
夫捐款，及後卻又反口，「前言不對後語」，而日前舉行的記者會
上，回應也不盡不實，「要知道事實的全部，不是隨她喜歡展示甚
麼戶口，如果她認為冤枉，就應該堂堂正正回應事件。」
團體成員表示，有理由相信「肥佬黎」的政治獻金涉黑，又認
為，既然之前程介南2000年選舉時沒有申報個人利益，都要「人頭
落地」，更不應「放生」毛孟靜，又希望美孚的居民於下一次的立
法會選舉中用選票踢走毛孟靜。
毛孟靜的辦事處昨日下午沒有職員在內，姜俞安與團體成員一同

將一個信封塞進辦事處，促請誠信破產的毛孟靜立即辭去立法會議
員的職務，並要求廉政公署及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議
員收受政治獻金的來龍去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禍港四人幫」之

一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早前走訪英美，除了

高調邀請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政改問題外，更不斷

為壹傳媒「發聲」；而她收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

智英政治獻金亦鐵證如山。香港公民行動不滿陳

方安生所為，更質疑有關「捐款」其實是服務酬

金，故需為該筆入息繳納稅款，昨日到稅務局投

訴，並促請該局嚴肅跟進，依法查處是否有人蓄

意逃稅。

獲「肥水」350萬 頻「亂港」報金主
「禍港四人幫」之首壹傳媒

集團主席黎智英（肥佬黎）近
兩年來向反對派鉅額「泵水」
4,000 多萬元。其中同樣是

「禍港四人幫」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一
人已收了350萬元。只要細心留意，不難發
現陳方安生收受捐款前後，都頻頻做出「亂
港動作」，包括成立「香港2020」，在政改
問題上另搞一套，又聯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
柱銘走訪英美「唱衰香港」等。
日前，自稱「壹傳媒股民」踢爆陳方安生
在去年6月、7月及今年1月，先後收取黎智
英三筆合共350萬元的捐款。陳方安生日前
回應醜聞時聲稱，個人不接受捐款，但歡迎
任何人捐款給「香港2020」，但不能有附帶
條件。不過，事實並非如此，香港文匯報綜
合資料發現，陳方安生接收黎智英捐款的前
後，都巧合地有「亂港動作」。

每次收錢 即有「動作」
譬如在2013年6月及7月，陳方安生收黎智

英共50萬元。在此之前，陳太「恰巧地」於4
月成立了「香港2020」，聲言要爭取符合《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真普選」，
其後又聯同反對派為「七一」遊行造勢，要求
特區政府「立即啟動」政改諮詢。在2014年1
月，陳方安生再一次過收受黎智英高達300萬
元捐款，事後她就再次「恰巧地」開展了連串
針對香港政改的行動。
她在3月與訪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會面

談論「香港問題」；4月，陳太與李柱銘訪美
「告洋狀」，更與「路過」的美國副總統拜登
會面，搭建平台讓美方插手干預香港事務。7
月，她再度與李柱銘訪英「唱衰香港」，在英
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公聽會上借機肆意批評
「一國兩制」白皮書。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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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民行動質疑陳方安生收受的「捐款」其實是服務酬金，昨日到稅務局投訴，促請該局
跟進是否有人逃稅。 梁祖彝 攝

■■「「關愛香港關愛香港」」
昨到毛孟靜辦事昨到毛孟靜辦事
處抗議處抗議。。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