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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從星期五開始，將分開四批會見
反對派主要政黨，討論普選行政長官的具體問題。雖
然反對派一再不禮貌對待，但張曉明仍然樂意與反對
派議員見面交流，符合市民渴望早日實現普選、不希
望反對派只對抗不對話的主流民意；並通過對話緩和
氣氛，避免硬橋硬馬互相對撼。

陳健民的恐嚇改變不了人大決定
然而，市民的良好意願，受到了「佔中」發起人之

一的陳健民威脅。他一聽到反對派政黨與張曉明會
面，立即宣布：如果8月底人大常委會就政改作出的決
定「不符合國際標準」，「將無可避免提前『佔
中』」。陳健民宣布「提前佔中」，其實是採用威脅
辦法，干預人大常委會就政改的決定。這當然是發白
日夢。全國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怎會被「佔
中」組織訛詐嚇倒？陳健民的恐嚇態度如何囂張，也

改變不了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陳健民說：「特區政府10月仍會就政改作第二輪諮

詢，所以人大常委會月底的決定毋須太過具體，只需
容許特區政府進行第二輪政改諮詢便可。如果屆時人
大常委會作出規限性的決定，他們不會等到10月才發
起『佔中』。」這一番說話，完全沒有法理依據。按
照「政改五步曲」，特區政府向人大常委會提交了政
改報告，人大常委會將作出指導性決定。由於特區政
府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諮詢，就普選特首問題收集了
廣泛民意，形成了主流意見。如果人大常委會不就特
區政府的政改報告作批覆，不就重要問題明確作出
決定，今年9月份就很難展開下一階段的諮詢工作，隨
時延誤了產生具體政改方案的時間。這樣一來，2017
年普選特首也將無法依期進行。時間非常緊迫，實在
不容再拖。

陳健民「人大常委會不要明確表態」的說法，對

政改無益，對人大常委會的權力不尊重，對於「政
改五步曲」進行了阻撓和破壞，根本不可能成功。
陳健民明知此舉不會成功，他的真正意圖是甚麼？
陳健民其實是代表外國勢力的意圖，一定要把反對
派政黨和張曉明主任的對話弄到一拍兩散的地步，
不惜一切要破壞對話氣氛，讓香港繼續對立下去。
陳健民的後台老闆，最害怕溫和派和張曉明的對話
取得進展，令政改方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境外勢
力企圖在香港搞對抗，搞動亂，遏制中國崛起。為
今之計，是要極力鼓吹激進路線，宣稱提前「佔領
中環」，就可以綑綁民主黨等站在激進派那一邊，
一起投政改的反對票。

對黎智英俯首帖耳配合部署
事實上，千方百計阻撓和拉倒 2017 年普選，就是

「佔中」組織的根本戰略目標。2012年，是美國推動
重返亞洲戰略的重要年份，開始大力圍堵中國，並且
選擇香港作為牽制中國的重要戰場。2012年下半年，
在美國的驅動下，日本宣布把釣魚島「國有化」，全
面和中國對抗；日本更啟動修改憲法，走向軍國主義
道路。美國人利用日本的軍力，削弱中國。在香港方
面，美國人在2012年底，把在台灣推動「台獨」、援
助民進黨「有聲有色」、並且已經移民台灣的嫡系部

隊黎智英調回香港，部署「佔中」和政改奪權鬥爭。
黎智英回港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佔中」組

織；第二件事就是向反對派大灑金錢，驅動他們向激
進路線轉變；第三件事就是推動香港的激進組織和
「台獨」勢力建立命運共同體，「台獨」和「港獨」
互相配合呼應，調動「台獨」勢力來港並透過「華人
民主書院」，培養青年學生骨幹，進行「佔中」；還
保送學聯、學民思潮的領頭人物到台灣去，向「太陽
花革命」「取經」。黎智英投入了4千多萬予「佔中」
和反對派政黨，就是要落實「佔中」，企圖掀起「顏
色革命」。黎智英關掉了《爽報》，集中全力搞手機
的「蘋果動新聞」，並且建立網上烽煙節目，投入的
資金以億元計，並不能創造任何廣告收入，虧損嚴
重。為甚麼蝕大本生意仍然要做下去？因為背後有美
國佬的大水喉，完全可以報銷。

陳健民是「佔中三子」中，對於黎智英最俯首帖耳
的一個。對於黎智英部署的與「台獨」合流計劃，他
在2013年底就開始進行，他還到了韓國學習學生掟汽
油彈的經驗。在校園裏，扮作通識教師，大力向學生
洗腦、組織學生「佔中」，聯絡學聯的指揮者就是陳
健民。陳健民在此時宣稱提前「佔中」，不過是為了
配合黎智英的圖謀，綑綁溫和反對派，為在立會否決
政改方案鋪路而已。

高天問

陳健民揚言提前「佔中」圖令政改一拍兩散
陳健民指如果8月底人大常委會就政改作出的決定「不符合國際標準」，「將無可避免提

前『佔中』」。這種說法其實是代表了外國勢力的意圖，一定要把反對派和張曉明主任的對
話弄到一拍兩散的地步，不惜一切要破壞對話氣氛，讓香港繼續對立下去。陳健民是「佔中
三子」中，對於黎智英最俯首帖耳的一個。在此時宣稱提前「佔中」，不過是為了配合黎智
英的圖謀，綑綁溫和反對派，為明年在立會否決政改方案鋪路而已。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將於周日
舉行「8．17和平普選大遊行」，以
顯示市民反「佔中」、保普選的強大
呼聲。反對派對於8．17大遊行反應
各異，如陳健民之流，就對遊行氣勢
如虹感到坐立不安，更要東施效顰的
舉辦甚麼「民主登高」行動，以作對
沖云云；至於《蘋果日報》及激進派

自然對遊行極盡誣衊抹黑之能事；而其他反對派則大
多採取不評論的態度，因為他們也知道民意在哪一

邊，把話說過頭與主流民意對着幹，對他們並沒有好
處。
其實，對溫和反對派來說，8．17大遊行不但非針對
他們而來，更加是他們的救命稻草。原因是遊行反映
的是市民反對「佔中」，希望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
首的真正民意。這股巨大的民意正好讓溫和反對派可
以在激進派的綑綁中脫身而來，以免被激進反對派迫
着在政改上一拍兩散。
激進反對派為甚麼要串通鄭宇碩控制「真普聯」？

為甚麼要騎劫「佔中商討日」投票，令三個方案都是

清一色的「公民提名」，最後更要利用所謂「佔中公
投」製造出所謂70多萬的民意？這一連串的連環計，
目的就是利用所謂民意去將溫和派綑綁起來，將政改
的關鍵否決票掌於手中，繼而以「公民提名」不被接
納為由，發動「佔中」，拉倒政改，令香港成為不可
管治之地。對於激進派的圖謀，溫和派自然不認同，
但由於激進派在政改博弈處處佔據主動，以民意來綁
實溫和派，令他們在形格勢禁之下，只能跟着激進派
的尾巴。如果最終政改被否決，屆時不但全港市民將
成輸家，溫和派更會成為否決政改的「幫兇」，引發
民意反彈，逐步走向泡沫。
對於激進派請君入甕之計，溫和派一直身不由己，

主要是缺乏轉身的下台階。但現時反「佔中」行動正
正為溫和派提供了救命稻草，120萬個市民簽名以及8
．17大遊行，主流民意清晰顯示，市民不要「佔中」
要普選。而這股民意不獨是建制派支持者的意見，也
包括廣大中間市民甚至相當一部分反對派支持者的意
見。
這股民意愈強大，激進派要綑綁一拍兩散就愈缺乏

底氣，變相為溫和派鬆開了綑綁的繩索，可以天空海
闊商討政改，尋求政改的共識。這是溫和派的出路，
也是政改的生路。魯迅說，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
了，便變成了路。現在民意已經開出了路，張曉明主
任也打開了溝通之門，溫和派能把握機會嗎？

8．17大遊行是溫和反對派「救命稻草」 卓 偉

■責任編輯：鄧世聰 2014年8月14日（星期四）

提升港國際金融地位
滬港通促市場開放

會見桂敏杰感謝上交所力挺
梁振英昨日下午在禮賓府與訪港的桂
敏杰會面，就港滬的金融合作事宜交換
意見，同日以「不失時機 謀求合作」為
題在網誌撰文，指出特區政府各有關部
門和金融機構、港交所、上海方面，這
幾個月正密鑼緊鼓籌備滬港通的開通工
作，以期能夠按計劃順利啟動，上交所
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夥伴。
梁振英指出，自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今年博鰲論壇開幕典禮上，宣布香港和
上海兩地的股票市場互聯互通，特區政
府一直與上海保持緊密聯繫，積極跟
進，以期讓滬港通得以按計劃順利啟
動，「政府十分重視開展滬港通籌備工
作，並感謝上交所給予大力支持和協
助。我宴請桂敏杰，一方面表示感謝，
同時亦藉此機會與桂理事長就滬港的金
融合作交換意見。」
他透露，席間他向桂理事長提及1992
年在上海舉行的「海峽兩岸和香港證券

交易與管理研討會」，「研討會由中國
註冊會計師協會與香港會計師公會合
辦，當年我亦有參與會議，與超過300位
來自內地、香港和台灣的財金機構代
表，以及稅務、會計、證券交易等的專
業人士深入探討兩岸三地在證券業方面
的合作。」

憶張佑才分析 感富時代意義
梁振英憶述，當年與會的財政部副部

長張佑才表示，內地在發展股票交易和
管理能夠借鑑香港的經驗，並提出富遠
見的分析，指兩岸三地將有更多互通持
股，兩岸三地可以互相學習，取長補
短，發掘合作的潛力。其後的20年，內
地與香港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化，滬港通
就是在新時期富有時代和戰略意義的合
作計劃，標誌着兩地的合作更上層樓。

推兩地經貿合作須抓緊時機
他強調，推動香港與內地在金融、經

貿等方面的合作，必須抓緊時機，積極

參與，不斷推進，滬港通只是一例，
「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從來不是
旁觀者，而是參與者，可以發揮促進作
用，為國家做好貢獻，同時為各行各業
謀求更多和更好的發展機會。」
梁振英又表示，滬港通除了促進兩地

資本市場雙向開放，亦能夠進一步提升
及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地
位，以及推動本港證券業的發展，「除
了滬港通外，香港和上海在金融、經
貿、社會和文化等有龐大合作空間，期
望雙方能繼續加強合作，締造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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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廉署副專員：「代收」已違防賄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壹傳媒集
團主席黎智英被踢爆向反對派「泵水」
4,000多萬元，多名「收金」的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一味「詐傻扮懵」，「死撐」是
「代收」捐款云。前廉政公署副專員郭文
緯表示，據自己過往調查經驗，「代收」
理論上已屬違法，法理上也非「合理辯
解」，有關人等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的
表面證供已基本成立。
「壹傳媒股民」的人士早前向香港文匯
報等多份報章，披露了黎智英近兩年來，
向反對派的議員和政客「豪捐」4,000多萬
港元的資料，其中更有巨額資金直接交到
反對派議員個人手上。在「黎獻金」曝光
後，眾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支吾其詞，在眾
傳媒窮追不捨下，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工
黨主席李卓人等，「死撐」稱他們只是
「代收」捐款云，李卓人更在事件曝光
後，方把所謂的「代收」捐款從個人賬戶
轉至工黨戶口，企圖洗脫嫌疑。
郭文緯在《港人講地》日前上載的時事
節目〈時事V-Blog〉訪問中指出，《防止
賄賂條例》第四條列明，包括公務員和立

法會議員在內的公職人員，收受包括金錢
等利益後，利用公職為捐款人做事，足以
構成違反條例。

證明3要素 表證即成立
他續說，只要證明3點要素，就可判其違

反條例：他或她是公職人員；收受利益；
「幫人做咗啲嘢」，已能確定表面證供成
立。而是否判定有關人等犯法，就需要視
乎他或她有否「合理辯解」。那「代收」
是否「合理辯解」？
郭文緯直言，他個人對「代收」辯解有很
大保留，據自己過往調查經驗，「代收」等
同「已經收咗」，理論上已屬違法。
他坦言，「如果『代收』成立，那以後所
有公務員收受金錢，被廉政公署發現就說是
『幫人代收』，再馬上將錢轉交給慈善機
構。我想所有法官或陪審團，均不可能接受
『代收』是『合理辯解』……即使某些情形
下真的『代收保管』，都只是一日半日，好
短時間就要盡快處理，而不是一年半載。如
果廉署『請你飲咖啡』，你這樣的解釋，沒
有人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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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為確保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
公平、公正及公開，選舉條例嚴
格規定，參選人須申報選舉期間
收取的所有利益、捐贈及來源。
前廉政公署副專員郭文緯指出，
參選人士須公開有否接受捐款，
因此舉會直接影響選民的投票決
定，若為掩人耳目透過第三者捐
款，即屬故意瞞騙，違反立法精
神。
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早前在

接受旗下網台訪問時承認，他曾
捐錢予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
靜，及民主黨議員涂謹申。不
過，兩人並未根據選舉法例申
報，被質疑違反了選舉條例，兩
人則否認曾經收受黎的捐款。
郭文緯在《港人講地》時事節

目〈時事V-Blog〉中表示，一般
而言，香港選舉法的條文寫得很
清楚，任何人出來競選，無論是
競選立法會議員還是區議員，都

一定要申報有無接受任何捐贈，
以及捐贈的來源。同時，參選人
有哪些開支亦須公開，以示公
平、透明，若有人收到捐贈而不
申報即屬違法。

收捐贈不申報 涉誤導選民
他指出，一旦競選期間收取

捐贈而不申報，或誤導選民投
錯票，「譬如一個想做立法會
議員的人，他（她）收了來自
黑社會的捐贈，卻不申報，我
相信大部分市民知道了，都一
定不會投票給他（她）。」
他進一步指出，若刻意隱藏

捐贈者身份，則可能構成「故
意矇騙」，同樣違法。
被問及是次「捐款門」事件，
郭文緯表示，市民熱切期待廉政
公署全力追查，查到水落石出，
若有關人士果真有違反相關條
例，則應將他們繩之於法，「絕
對不應該姑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港交所及上交所現正密

鑼緊鼓籌備滬港通。行政長

官梁振英昨日與訪港的上海

證券交易所理事長桂敏杰會

面。梁振英表示，滬港通有

助促進兩地資本市場雙向開

放，並進一步提升及鞏固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

地位，推動香港證券業的發

展，並期望雙方繼續加強合

作，締造共贏。

8月12日是梁振英的生日，他女兒梁齊昕日前
在其fb上貼圖，原來梁的3名子女梁傳昕、頌昕
和齊昕向父親送上了一部平板電腦，還附上了3
人模仿小時候裹上毛巾的「對照圖」（圖左上），相
信特首對這份禮物十分滿意。 圖：網上圖片

子女贈腦慶生

：

■■梁振英昨日與訪港的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梁振英昨日與訪港的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
長桂敏杰長桂敏杰（（左左））會面會面，，交流港滬的金融合作交流港滬的金融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