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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萬香港市民星期日走出來表態反對「佔中」， 強
烈要求按照基本法實現普選，連反對派也知道形勢已
經逆轉了。所以，他們急急忙忙說要與中央官員就政
改展開對話。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為配合反對派
的策略轉變，近日大舉造謠，說派出了臥底，蒐集到
「和平普選大遊行」是用錢收買的「證據」，妄圖矮
化和抹黑大遊行，攻擊是「北京吹雞 建制曬馬」、
「威迫利誘反佔中」的結果，企圖說成「這不代表香
港的民意」，反對派手上還有一點點「民意的籌碼」
云云。

反對派抹黑遊行源於恐慌
其實，昨日有報紙專欄已經分析，「香港民主進程

再非『泛民』左右 」，反對派繼續守着「公民提名」
和「按照國際標準」這兩招，已經山窮水盡了。他們
今後要面對的是強大的民意，如果明年在立法會否決
了政改方案，他們需要面對着選民的離棄，大量流失

選票。反對派抹黑「和平普選大遊行」的伎倆，說明
了他們的絕望。反對派長期以來，認為搞上街遊行，
他們佔了絕對優勢，這是他們能夠發揮壓倒性力量的
領域。沒有想到，沉默的大多數反對「佔中」、反對
破壞香港家園的憤怒聲音，像火山一樣噴發。特別是
工商界和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反對「佔中」的聲音
非常堅定，所有大商會紛紛站出來，所有工商界領袖
親自上街，這是從來都沒有過的歷史場面。

《蘋果》的所謂「記者當臥底，遊行有高薪，每小
時薪金為150元」的報道，完全是漏洞百出的「支票新
聞」。遊行一次，起碼要花六七個小時，日薪豈不要
高達一千多元？25萬人遊行，工資豈不是天文數字？
《蘋果》的「動新聞」，好像拍劇集一樣，用金錢收
買幾個臨記，再加上一個《蘋果》記者，就作到「似
層層」。第一，沒有具體的人名，全部都是旁白補
充。第二，情節荒誕，不合常理，漏洞百出。《蘋
果》的所謂臥底記者，究竟是怎樣變成了任職瑪嘉烈

醫院「蛇頭」的同事呢？報道說「當日有人休班亦有
人下午才需上班，見有空檔便兼職賺車馬費，但其中
一名『老臨』嫌錢少，她說聽聞有團體出價500元，也
有社團每小時150元，係畀面娟姐先嚟」，即是說，所
有參與的都是同事關係，而且有60人之多，誰可以魚
目混珠，突然間變成了瑪嘉烈醫院的員工呢？這就是
一個很大的破綻。

下面的情節更為離奇，參與遊行的醫院員工指，
「我哋唔跟大會行，早去早返，大概下午1點散檔」，
他們到了維多利亞公園，立即就離開了。遊行的隊伍
一點半才出發，這些人立即收錢了，根本沒有參與遊
行，是不是有人神經錯亂，連遊行的目的也忘記了？
如果這樣，又怎麼能夠造成了 25萬人遊行的巨大聲
勢？又為什麼晚上六點半，仍然有人在電車路遊行？
這個《蘋果》記者，被老闆交代了一個「不可能的任
務」，惟有自己胡說八道，隨便編造一個故事，只要
有娛樂性就可以了。

自編「收錢」鬧劇荒謬絕倫
當日在中環終點站，更出現了荒謬的情景，有一個

三十歲左右的青年，手上拿着一個名單，說要「點
名」，然後要旁邊的兩三個年輕人，說出他們的身份
證號碼，然後，又要他們說出他們的銀行賬戶號碼，

說要將來付款。然後，再有所謂「記者」走上前，把
這一段付款的生動鏡頭，拍了下來。全部的「臨記」
加起來，就是四個人，就可以指控這是「收錢遊行」
的「確鑿證據」了。人們都會非常奇怪，為什麼要身
份證號碼？為什麼要透過銀行付款？連回到了自己社
區付現鈔也不行？難道他們希望向稅務局報稅？秘密
就在：《蘋果》的老闆，需要中環終點的背景，以表
示遊行之後，光天化日，發放工資。

《蘋果》偽造新聞已經臭名遠播，用錢造新聞更是
創自《蘋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陳健康事件，1998
年10月19日發生於上水天平邨一宗倫常命案，事件主
角陳健康因在深圳另結新歡，妻子其後將兩名兒子從
天平邨住所拋落地下，然後跳樓自殺身亡。香港傳媒
爭相報道事件，追訪陳健康的下落及二奶的細節，其
中《蘋果》記者為取得「獨家新聞」，竟然自編自導
自演用錢慫恿陳去嫖妓，並一路追蹤採訪，「製造」
出「世紀賤男」的報道。

年前《蘋果日報》又自編自導自演所謂「金毛青
年」收錢參與「支持梁振英集會」的假新聞。後來
卻揭發該青年根本是《蘋果》派入去的內鬼，製造
出這樣一套低成本的鬧劇。《蘋果》對於「和平普
選大遊行」的抹黑，所謂「臥底」，不過是故伎重
施而已。

高天問

反對派抹黑「反佔中」大遊行手段拙劣漏洞百出
反對派抹黑「和平普選大遊行」的伎倆，表明了他們的恐慌。反對派長期以來，認為搞上

街遊行，他們佔了絕對優勢。沒有想到，沉默的大多數反對「佔中」、反對破壞香港家園的

憤怒聲音，像火山一樣噴發。反對派唯有靠《蘋果日報》自編自導自演，並派出記者演出這

套所謂「收錢」鬧劇。可惜的是，劇情手段拙劣，漏洞百出，反而自暴其醜。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日公
布，有約25萬人參與周日的跑步、遊
行及獻花活動。然而，《蘋果日報》
繼續掩耳盜鈴，昨日故意在頭版登出
「和平普選大遊行」與「七一遊行」
的相片比較。相中所見，「和平普選
大遊行」的人數稀稀落落，相反「七
一遊行」那張卻是人頭湧湧，於是

《蘋果》以及反對派就指當日遊行根本就沒有25萬人
參加，大家不必自亂陣腳云云。

《蘋果》過去屢次在相片中做假已不是新聞，雖
然這兩張相片表面沒有做假，但沒有做假不代表沒
有「做手腳」，《蘋果》在相片處理時就是採用了
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記者在天橋上等待了一
個下午，見到人龍齊整就置之不理，相反一見到遊
行隊伍稍有分散或稀疏，立即以遠鏡連拍，並將人
群滿滿處剪裁掉，自然得出昨日的所謂遊行實況相
片。
《蘋果》及反對派以為用一張相片就可以否定25萬
人的民意，根本是自欺欺人，也是違反邏輯。「和平

普選大遊行」有25萬人參加，遊行隊伍當然不可能在
整個過程都保持「緊密」隊形，有人行快有人行慢，
導致人群有時走得較疏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不要忘
記，這次遊行在開始前，參加者已經「迫爆」維園，
覆蓋六個足球場，令大聯盟要提早開始。儘管如此，
整個遊行也要到傍晚六點半才完成，這已是人數的最
好證明。
其實，如果要拍出「七一遊行」時那張相片一點也
不難。只要學「民陣」般在遊行時故意將領頭車「龜
速」行走，行一段路就停一停，令遊行慢如蟻爬，將
人群擠成一團，這樣自然可輕易拍出人頭湧湧的相
片，但卻要遊行人士慘受酷熱之苦。這種做法是為了
一己政治目的而置遊行人士安全於不顧。相反，「和

平普選大遊行」以參與人士利益為重，為免他們久候
而提前出發，並且確保遊行暢順無阻，實事求是，沒
有為一張相片而令遊行人士受苦。反對派有甚麼資格
反過來指責他人？
「和平普選大遊行」25萬人用腳步表達反「佔

中」、保普選的強音，《蘋果》以為用一張相片就可
以否定25萬人的民意，是對參與市民的侮辱。過去，
就算是政見不同，建制派及其支持者都沒有嘲諷參與
「七一遊行」的市民。何以反對派及《蘋果》之流不
能將心比心，對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多一點尊重
呢？對於不合己意的聲音一棒打死，肆意抹黑嘲弄，
這是對本港言論自由的侵害，反對派有甚麼資格講言
論自由？

《蘋果》用一張相就想否定 25萬民意？ 卓 偉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4年8月19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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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道）行政
長官候選人崔世安昨日出席澳門廠商聯合會、澳
門出入口商會、澳門紡織商會、澳付貨人協會聯
合座談。他表示，其政綱特定列出重視澳門製造
和澳門產業，並將爭取在明年1月推出時間表，
令博彩業及特區政府公共採購兩者可優先選用澳
門設計和製造。
在昨日座談時，崔世安表示，他支持澳門產業
和澳門製造的發展，重視協助中小企，明年初推
出時間，落實支持「本地製造」。
參與的4家商協會主要圍繞「澳門製造」、

「工廈活化」、「中葡合作三大中心」及「粵澳
合作」等範疇加以提問。崔世安表示，在興建公
屋同時，也會提供足夠經濟、交通和社區配套，
滿足居民需求，並做好支撐就業等前期準備工
作，不會讓一個地區好像「悲情城市」。
他續說，中葡合作三大中心正處於選址和組織

階段，並透過澳門擴大投資金額；在區域合作方
面，以珠海橫琴為例，希望以大帶小，讓更多中
小企落戶。
崔世安昨日下午又到澳門婦聯介紹參選政綱。

婦聯會長賀定一表示，澳門在高速發展過程中，
產生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社會訴求亦趨
多元，這些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值得關注。崔
世安在政綱中提出包括完善家庭友善政策，重視
解決目前托兒名額不足，及積極支持婦女組織發
展，鼓勵婦女更廣泛地參與社會事務，都是婦女
最關注的問題，婦聯倍受鼓舞。
與會者普遍關注婦女權益、有薪男士侍產假、

家庭暴力及支援雙職家庭等問題。崔世安表示，
男士侍產假可給予妻子在產前及產後很大支持，
但因涉及修訂《勞動關係法》，細節仍待討論諮
詢，估計仍需一至兩年，特區政府也會想辦法增
加托兒名額，及加強對托兒所保母的支援。

陳方安生再害港
借民調誤導市民

陳方安生昨日以「香港2020」名義，公布
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

的調查結果。她稱，調查訪問了824名市民，
超過77%受訪者支持「公民提名」一旦被否
決，應改由全港選民票選提名委員會成員，
又稱倘特首提名有「篩選」，即60%市民贊
成立法會應否決有關方案。
調查又稱，分別有60%及近75%受訪者支持
減少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及取消團體公司票。
逾半數受訪者則稱，特首提名應維持現有的八
分一提委支持即可「入閘」，不應提高。

竟稱「最理想」不要提任何框架
陳方安生稱，特首普選應讓選民有「真正
選擇」，否則只是「國王新衣，自欺欺
人」，並反對政改要「袋住先」，更聲言人
大常委會在就香港政改問題作決定時，「最
理想」不要提任何框架，讓港人有「更多討
論空間」。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批評，陳方安生

身為前任高官，理應十分清楚香港政制發展
的原則，就是依法辦事，但她卻試圖以民意
調查去否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
定，是試意蠱惑人心。

王國興：勿用民調來轉移視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出，基本法已

經定明特首的產生方法，陳方安生沒理由不
知道，並批評陳方安生被踢爆收受過壹傳媒
集團主席黎智英的「黑金」，應該詳細向公
眾交代，不要以這些民調來轉移視線。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吳亮星指出，基本法及

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已訂明普選特首的辦
法，陳方安生借民調堅持違法的「公民提
名」，是在公然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表示，整份調查

隻字不提基本法，內容極具引導性。陳方安
生不斷提出違法的「公民提名」，鼓吹違法
的方案，只會令社會撕裂，只會令她成為
「千古罪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就香港政改問題作出決

定，以「禍港四人幫」之一的陳方安生為首的「香港2020」，昨日發表一份

具引導性的民意調查報告，稱超過77%受訪者支持一旦「公民提名」被否

決，就應改由全港選民票選提名委員會成員。多名立法會議員批評，陳方安

生身為前政府高層官員，對香港政制發展原則理應瞭如指掌，竟然發放錯誤

訊息誤導市民，是試圖撕裂社會，居心叵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
幫」成員之一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頻頻到
英、美「唱衰」香港，主動邀請外國勢力干預
香港內部事務，陳方安生昨日聲稱，香港有很
多海外人士在港定居、投資等，倘「一國兩
制」被「破壞」，有關國家應採取「適當行
動」。
「壹傳媒股民」早前爆料，質疑她及其創立的

「香港2020」，收取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的
多筆「政治獻金」，包括在去年至今年1月期間
收取了黎智英超過300萬元後，即於今年2月為
《蘋果日報》去信匯豐銀行及東亞銀行，要求解
釋「抽廣告」原因，被質疑是「收錢做嘢」。

轉移視線 避記者追問「收酬」
陳方安生昨日在記者會上被傳媒追問有關問題

時稱，自己早已經表明樂意接受「與自己理念一
致」的捐款，並聲言捐款是無條件的，但她不會透
露捐款人士身份，更試圖轉移視線，質疑日前舉行
的和平普選大遊行有人「收取酬金」參與遊行云。
她又為自己到海外「唱衰」香港「辯護」，聲

稱香港有很多海外人士在港定居、投資等，而他
們在港的權益值得關注，又以加拿大為例，稱目
前有30萬名加拿大人在香港生活，香港發生的
所有事情對他們都有切身關係，故香港一旦「出
事」，「兩制」受到破壞，有關國家就要考慮是
否要採取「適當行動」。

爆飲「黎水」醜聞 訟黨鴿黨民望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壹傳媒集團主席黎
智英早前被揭發是反對派的「最大金主」，兩年捐
款達4,000萬，「收金」的反對派中人多番迴避交
代，令人質疑幕後或有其他「暗盤交易」。香港研
究協會昨日公布的最新調查發現，在被評分的15個
香港主要政團中，11個政團的支持度錄得下跌，其
中跌幅最大的是公民黨（-0.25分），相信與其多名
成員捲入政治捐款風波有關。
香港研究協會於8月7日至14日成功訪問了1,098
名18歲或以上市民，請受訪者對立法會內擁有議席
的15個香港主要政團之支持度及就香港整體政團五
項表現的滿意度進行評分，結果於昨日公布。
調查發現，教協評分雖錄得0.09分的跌幅，但仍
以2.78分繼續排在榜首；街工（2.71分，跌0.04

分）及民協（2.61分，跌0.12分）的排名各上升一
位，分別位列第二及第三位。而新世紀論壇則錄得
0.07分的跌幅，得2.04分，排名下跌一級至榜末位
置。

公民黨評分跌幅最大
在被評分的15個香港主要政團中，11個政團的支

持度錄得下跌，其中跌幅最大的是公民黨（跌0.25
分），最新得分為2.56分，在榜中排第四，相信與
其多名成員捲入壹傳媒集團主席的政治捐款風波有
關。另一個曾接受「捐款」的政黨民主黨，最新得
分為2.51分，跌0.15分。
在4個評分錄得上升的政團中，升幅最大的則是工
聯會，升0.14分，其次為民建聯，最新得分為2.49

分，升0.08分。
同時，香港整體政團5項表現的滿意度評分仍不足

3分，維持在較低水平，在監督政府方面，滿意度評
分為2.41分；在反映民意方面有2.29分；有活力方
面得2.17分；議政能力及值得信任兩方面分別得
2.13分及2.11分，反映市民普遍不滿政團的表現。

反映表現未符合市民期望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香港各主要政團支持

度評分皆不足3分，低於一般水平，評分持續低迷，
反映各政團的工作表現未能符合市民的期望，情況
令人憂慮。協會負責人促請各政團，積極聆聽市民
的意見，在新一年立法會會期切實提升議政水平，
服務市民大眾，重建市民對政團的支持和信任。

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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