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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報道：「民陣10．1遊行後隨時『開
席』，『警當日冇假放 重案反黑PTU出動』」。這
說明了反對派已經通過傳媒，散播了發動「佔中」的
訊息，他們採取了「開席」、「去飲」等代號，傳遞
違法衝擊的聚集訊號，陰謀「反中亂港」。對這種打
着遊行為名，搞犯罪「佔中」活動為實的行為，應該
予以抵制和揭露。

民陣遊行只為「佔中」搭台
雖然反對派沒有用「佔中」組織的名義申請「十一

遊行」，但是民陣的召集人楊政賢，正是「佔中」組
織的核心分子和學聯最激進的搞手，他曾任學聯副秘
書長、中大學生會會長。民陣的召集人，一任比一任
激進，范國威、黎恩灝、孔令瑜，都擔任過召集人。
他們的特點就是傾向「港獨」，主張街頭暴力鬥爭，
對抗中央政府，挑撥香港和內地關係，公開提出了

「去中國化」的口號。他們現在有的擔任立法會議
員，有的成為了立法會議員助理。

這一次民陣向警方申請「十一遊行」的不反對通
知書，明目張膽通過《蘋果日報》散播「佔中」的
訊息。楊政賢表面上不評論當日是否「佔中日」，
但希望市民隨時「做好準備」，又指當天是公眾假
期，在凌晨12點前遮打道都是行人專用區，「市民
走入去並冇不合理」。「佔中三丑」之一的陳健民
更公開承認，所謂遊行是要公開利用在國慶節的場
合和時間，對抗中央政府，他說「左派團體在10．1
當天亦申請在維園舉行慶中共建政 65周年活動」，
「警方尚未向民陣批出遊行不反對通知書，希望警
方不是只讓愛國團體可慶祝，不讓市民對中央政府
表達不滿。」

民陣並不承認香港已經回歸祖國的現實，每逢7月
1日的香港回歸紀念日都舉行遊行，反對特區政府，

反對「一國兩制」。到了楊政賢當上召集人後，進
一步把矛頭對準中央政府，並且把對抗升級，要在
國慶日，對人大常委會決定表示對抗，堅持他們的
「公民提名」方案，並且會採取最激烈的「佔中」
行動。

民陣選擇10月1日搞亂香港，也是衝着「十一黃金
周」而來，企圖實行更激烈的「驅蝗暴力行動」。眾
所周知，民陣遊行所經過的銅鑼灣、中環，都是名店
林立的地區，有許多內地和外國遊客前來購物消費。
如果他們沿途呼喊口號，敵視內地遊客，甚至佔領旅
遊點所在的街道，將會對香港的旅遊業經濟造成打
擊。有關的場面經過電視轉播之後，外國和內地遊客
都會看到香港的旅遊區秩序混亂、遊客受到辱罵和衝
擊的場面，再也不敢前來香港旅遊消費。這種趕客行
為，是非常不文明的，也損害了七百萬香港人的就業
利益。

衝着「十一黃金周」損害香港利益
事實上，民陣內就有許多參加過敵視內地同胞的

所謂示威行動。民陣的前召集人、「新民主同盟」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今年派出了梁金城組織「驅
蝗」行動，多次在尖沙咀、旺角、上水向內地遊客

粗言穢語謾罵，嚇走了許多遊客，連外國遊客也倉
皇逃走 ，並令到旅遊商店急忙落閘，無法做生意。
范國威還夥拍「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以及其
「頭馬」梁金城等在台灣「台獨」色彩濃厚的《自
由時報》刊登廣告，聲援「台獨」分子的「反服
貿」暴力行動，聲言「寧被邊緣化勿被中國化，免
跌進香港衰落的同一軌跡」，企圖為「佔中」造
勢。

民陣聚集了更多學聯的骨幹，民陣的網站上，全部
都是學聯所鼓吹的「罷課」、「佔中」等訊息，公開
呼籲學生「中環我們一定會佔，但香港要往何處去，
仍是懸而未決，罷課就是思辨香港未來路向的契
機」。學聯已經公開號召要學習台灣學生佔領「立法
院」的暴力行動，並且在6月時暴力衝擊香港立法會，
有關的暴力畫面，香港市民都可以在電視新聞中看
到。民陣這一次「十一遊行」，不過是為「佔中」搭
台，用作發動暴力「佔中」，在10月1日出擊，更是將
矛頭指向中央政府和國慶黃金周，既要反中，又要亂
港，倒香港米。特區政府採取防範措施，是完全必要
的。香港大多數市民都會堅定地支持特區政府和警
隊，果斷除暴安良，維護法紀，嚴懲犯罪和煽動「佔
中」的搞手。

高天問

民陣發動「十一遊行」實為「佔中」 既反中央又倒香港米
民陣這一次「十一遊行」，不過是為「佔中」搭台，用作發動暴力「佔中」，在10月1

日國慶節出擊，更是將矛頭指向中央政府和國慶黃金周，既要反中，又要亂港，倒香港米。

特區政府採取防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香港大多數市民都會堅定地支持特區政府和警隊，

果斷除暴安良，維護法紀，嚴懲犯罪和煽動「佔中」的搞手。

反對派金主黎智英日前分別在旗下
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發表題
為《給香港真普選吧！》的文章，繼
續死撐所謂「國際標準的普選」。黎
智英及反對派搞出所謂「國際標
準」，一口咬定「一人一提」的「公
民提名」才是「真普選」，才是「宇

宙唯一的真理」，相反人大決定的「一人一票」，卻變
成「假普選」，是為普選「落閘」。反對派的說法說到

底只是為了讓其代表「出閘」選特首而已，在邏輯上、
常識上都站不住腳，就連其美國主子也不以為然。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在9月10日訪問中國，
雖然香港普選問題並非賴斯此行重心，但她在會面中
也指出，美國認為提出普選議題是重要的事，而對美
國來說，普選是指一人一票。賴斯代表美國政府重申
「一人一票即普選」，認同人大決定為本港的普選
「開閘」，摑了反對派一下響亮的巴掌。反對派死撐
的所謂「公民提名」，根本並非甚麼國際標準，也不

是唯一的「真普選」。否則，美國總統選舉豈不都是
「假普選」？奧巴馬豈不是「小圈子選舉」選出？
事實上，賴斯的說法並沒有甚麼新意，是民主政制
的ABC。普選從來講的都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任
何符合資格的選民可以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不會因為
性別、膚色、學歷、財產等因素而限制投票權，這本
身已是如假包換的普選。至於參選權的限制，各個國
家或地區都會因應各自的法律、背景等實際情況設
定。例如英國首相的參選人只能是執政黨的國會議
員，國民都不能置喙；美國總統參選人基本上只能出
自民主、共和兩黨，由兩黨初選產生。美國更規定總
統必須是在美國出生的公民，等於剝奪了眾多非本土
出生公民的被選權。英美都並非「一人一提」，反對

派難道指他們都是「假普選」？狗咬主人，難怪賴斯
要「修理」他們一番。
反對派不斷炒作所謂「國際標準」，真正目的是以違

反基本法的「一人一提」來抹殺「一人一票」選特首的
意義。對於2017年普選特首的提名權，基本法早已有
明確規定，所謂「一人一提」根本就是假議題，是鏡中
花水中月，竹籃打水一場空。2017年普選的最大意義在
於「一人一票」而非「一人一提」。反對派將兩者混為
一談，繼而指責人大決定是民主倒退，根本是故意扭曲
事實，為「佔中」製造所謂理據。然而，反對派的水平
不夠，立論漏洞處處，站不住腳，連美國主子也看不過
眼要「訓斥一番」。黎智英本想邀功，卻吃了一記悶
棍，難怪前日到廉署時一副鬥敗公雞的模樣。

賴斯「一人一票即普選」戳破反對派謊言 卓 偉

■責任編輯：鄧世聰 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

區議員函稅局促查
阿人涉助工黨逃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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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縱使香港專業界
別發展蓬勃，仍需要年輕人繼往開來。特首梁振英
昨日強調，特區政府願意在本地、內地及外國為香
港專業和行政人員繼續開拓機會，建議業界人士提
攜年輕一代：「他們很需要大家為他們指引未來發
展的道路，為他們提供一些機會。」
梁振英及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昨日出席香港專業及

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八周年誌慶晚宴。梁振英昨日在致
辭時表示，本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特別重視香港專
業和行政人員的發展，「我們不單重視他們在香港本
地的發展，亦重視他們在香港以外，這亦包括我們國
家內地和外國的就業機會和事業發展。」

續拓機會打造發展平台
他指自己和司長、局長到外國和內地訪問時，無論

行程如何緊湊，一定會騰出時間見在當地工作或留學
的港人，了解他們在當地事業發展、生活及就業情
況，強調特區政府願意在本地為專業和行政人員繼續
開拓機會，願意在外國和內地為他們打造就業和事業
發展的平台。
梁振英並建議專資會成員騰出精力和資源，提攜

香港年輕專業和行政人員。現時在學的或剛離開學
校的年輕專業人士和行政人員，「很需要大家為他
們指引未來發展的道路，為他們提供一些機會。」

何志平獲中華眼科學會貢獻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實習記者 王明楊

西安報道）第十七屆亞非眼科大會暨中華醫學會第十
九次全國眼科學術大會，18日在西安舉行光明頌頒
獎晚會，著名眼科教授何志平由於在眼科界的傑出貢
獻，被中華眼科學會授予份量最重的特別貢獻獎。
何志平昨日在上台領獎時，談起自己的從醫經歷。

何志平表示，1984年，正值中英談判香港問題，英
國方面同意將香港還給中國，許多香港人都往外國
跑，他卻帶着熱心，毅然從波士頓回到香港。

矢志做「國人大夫」育逾20國內外菁英
他說，國家經過改革開放綜合國力迅速提升，國際地

位不斷提高，眼科技術的發展也日趨成熟，他身邊的朋
友都說他有眼光，預測到了國家將會崛起，然而，他則

鄭重表示他只是一心要做「中國人的眼科大夫」。回國
後的30年間，何志平先後培養了國內外20多位眼科界的
先驅，為國內眼科界做出了無法比擬的貢獻。
據介紹，第十七屆亞非眼科大會暨中華醫學會第十

九次全國眼科學術大會是2014年度我國眼科學界最
盛大的學術會議。今年大會的主題為「提高基層醫師
水平，促進整合醫學發展」，目的在於讓全國眼科大
會能夠受眾面更廣的服務於全國的眼科醫師，同時在
眼科自身發展的基礎上，與其它交叉學科有機結合，
以期更好的造福於廣大眼病患者。
本次會議將涵蓋眼科和視覺各領域，最新的臨床和

基礎醫學上的研究成果和未來的發展，眾多國內與境
外華裔知名專家都被邀請與會作專題報告，參會人數
達7,000人。

陳雲生昨日致函稅務局局長，質疑李卓人收受黎
智英150萬元捐款涉嫌逃稅和瞞稅，要求稅務局

必須嚴正徹查。陳雲生並於信中提出「三大質疑」：

非遭踢爆 稅局難知金源
第一、李卓人涉嫌協助工黨逃稅。陳雲生指出，

因應李卓人辯說他分開兩次收取黎智英合共150萬港
元捐款，是「代工黨收取」；然而，事情若非經過
「壹傳媒股民」揭發，外界包括稅務局根本無從得

知這筆捐款的來源，質疑李卓人涉協助工黨逃稅，
稅務局必須徹查。

延9個月申報 促追責處分
第二、追究工黨延遲申報。陳雲生說，一般公司

賬目必須於財政年度結束後6個月內申報，如財政年
度結束日為當年3月31日，一般最遲於當年11月15
日便要遞交，但工黨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
日賬目，卻延至今年8月7日才遞交，要求稅務局應

追究工黨延遲申報的責任，並按例處分。

首年錄盈餘 拒交利得稅
第三、工黨理應按例課稅。陳雲生並指，工黨在成

立首年，即2011年5月23日至2012年3月31日的財
政年度，錄得206,555.03港元的盈餘，按理應繳交利
得稅，但在翌年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的
報表內，卻未見工黨繳稅的支出，稅務局應徹查為何
工黨這家公司首年錄得盈餘，卻不用繳交利得稅。
陳雲生進一步指，按工黨已遞交的兩年財務報表，

工黨每年開支水平在20萬至40萬港元之間，以黎智
英兩筆合共150萬港元計，工黨在2013/2014年及
2014/2015年度應有大量盈餘，稅務局理應按例向工
黨這家公司徵收利得稅。因此，他特別致函稅務局局
長，並將副本送廉政公署，要求稅務局加以徹查以維
護法紀，維護稅務制度能公平而有效地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工黨主席李卓人早前被揭以個人名義收受壹傳媒集團主

席黎智英150萬元捐款，李卓人就死撐是「代收」試圖作開脫。民建聯屯門區議員陳雲

生昨日致函稅務局局長提出「三點質疑」，包括：李卓人涉嫌協助工黨逃稅；追究工黨

延遲申報；工黨理應按例課稅，要求稅務局必須嚴正徹查，以維護稅務制度能公平而有

效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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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民黨訪問團
昨日上午拜會國家質檢總局，與質檢總局副局長
吳清海會面。新民黨建議，內地與香港應將一些
新的領域有序地納入檢測認證的規管，如軟件的
可靠性、可用性及安全性等，及合力研究與雲計
算的服務標準和安全標準等。

葉太感謝力挺維護供港食安
雙方在昨日會面中探討了如何加強兩地在質
檢、檢疫衛生及食品安全合作。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感謝國家質檢總局在維護供港食物的穩定和
安全上的大力支持，但認為香港在食品安全上仍
有改善空間，期望雙方專家繼續深化交流，加強
透過信息科技的應用，深化兩地檢測認證工作的
合作，為兩地食品安全及品質提供保障。
新民黨中委黃仲翹指出，除了傳統的食品及消

費品外，一些新的領域也需要有序的納入檢測認
證的規管，如軟件的可靠性、可用性及安全性非
常重要。這方面香港已經啟動與內地的合作，為
香港軟件產品進入內地市場打好基礎。同時，通
過粵港的雲計算聯合專家工作組，合力研究與雲
計算的服務標準和安全標準，為這新的服務形式
與廣東省在先行先試的原則下，推動香港和內地
在這方面的合作。

趙麗娟籲統一各省檢測報告標準
前會計師公會主席趙麗娟指出，各省市的檢測

報告採用不同標準，偶然會出現不協調情況。她
建議國家考慮統一各省市的檢測報告標準，成立
中央資料庫，改善及理順整個供應鏈管理，提高
運作效率，並希望簡化通關要求，便利海外及本
港品牌進入內地，促進零售市場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