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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正氣，漢奸無所遁形。包圍《蘋果日報》的
行動和焚燒《蘋果》造謠的版面，讓更多香港市民看
清楚《蘋果》在煽動和組織「佔中」的非法活動中，
怎樣為美國圍堵中國、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效勞，怎樣
煽動青少年為外國勢力的利益當炮灰。示威者舉起了
「《蘋果日報》造謠無恥，策劃『佔中』害死香港」
的標語牌，展示了香港人的心聲。

黎智英已成過街老鼠
《蘋果》老闆黎智英的美國背景早已眾所周知，大

多數港人已經知道他就是勾結美國，在港掀起「雨傘
革命」黑風惡浪的搞手和策劃者。他昨日在「佔中」

期間往金鐘一間酒樓歎茶時，有在場茶客當面怒罵他
「漢奸！」引起全場鼓掌，茶客當堂拍掌和應，有的
人站起來同聲附和指罵，黎智英非常孤立，成了過街
老鼠，甚為面懵，神色尷尬。

黎智英勾結美國前副國防部長沃爾維茨，前往緬
甸活動，賄賂緬甸官員，在緬甸投機炒賣土地，撈
取金錢，然後輸送予香港「佔中」組織，曝光的款
項就多達六百萬元。他在一年多以前，已經邀約台
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研究「佔中」策略，他甚至
說：「如果香港的學生不流血，『佔中』就不會成
功。」他在電郵中，批評「佔中三丑」原來的計劃
完全沒有策略，不可行，一定要親自制定計劃「幫

助他們」。結果，黎智英修改了劇本，學習民進
黨，以香港的學生為主力，衝擊政府總部防線，企
圖製造流血事件。警察沒有出動警棍，僅僅施放催
淚彈，才使黎智英企圖製造流血事件的陰謀沒有得
逞。

《蘋果日報》、《壹週刊》在「佔中」後，不斷製
造謠言，企圖刺激群眾情緒，煽動市民上街。9月28
日，他們在網上散布了「警察向群眾開槍」、「解放
軍出動了」等謠言，極力煽動市民「上街保護香港學
生」，但在報道中又指「中央不主張鎮壓」。《蘋
果》之後還製造了「警方和黑社會合作清埸」的假新
聞。3天之後，《蘋果》又製造了「國安策劃黑社會
反『佔中』」的假新聞。這兩個謠言是自相矛盾的，
同一事件，既然香港警方和黑社會早已合作了，為甚
麼還需要「國安策劃」？既然是「中央不主張鎮
壓」，為甚麼10月7日《蘋果》社論說：「駐港解放
軍兵力將大增。這是否表明北京將允許香港的『佔
中』運動延長至11月APEC（亞太經合組織）之後再
清場，以減輕國際輿論壓力？是否表明北京屆時甚至
不惜出動駐港解放軍？」既然《蘋果》說「中央不主
張鎮壓」，為甚麼又會出現「北京屆時甚至不惜出動
駐港解放軍」的社論？總之，《蘋果》一個謠言接一
個謠言，漏洞百出，頭腦發昏了，唯恐天下不亂，務
求欺騙學生和香港市民，煽動他們繼續上街，癱瘓香
港。

《蘋果》一個謠言接一個謠言
利用謠言製造緊張局勢，製造對抗，製造仇恨，務

求推翻合法政府，奪權上台，這是美國人所推動的
「顏色革命」主要策略。2003年格魯吉亞的「玫瑰革
命」、2004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2005年吉爾吉
斯的「鬱金香革命」、2007 年緬甸未遂的「袈裟革
命」、2009 年摩爾達瓦和伊朗先後發生的「推特革
命」、2011年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引發
的「阿拉伯之春」、今春烏克蘭的「二次顏色革命」
等。莫不是透過製造謠言顛覆政府。在香港的「雨傘
革命」中，《蘋果》正是謠言主要源頭。

包圍《蘋果》的市民，提出一個非常合理的要
求，《蘋果》一定要交代為甚麼要製造謠言，為甚
麼要把矛頭指向警隊，為甚麼要製造中央要梁振英
下台的謠言，有甚麼根據？這是不是配合美國勢
力，要顛覆特區政府？挑撥香港群眾和中央的關
係？包圍《蘋果》的市民，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
問題，如果任由美國勢力及其代理人的報紙可以公
開拉政府下台，可以利用香港作為向內地進行「顏
色革命」的展覽櫥窗，可以撤換按照香港基本法、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行政長官，並企圖通過「公
民提名」選舉出親西方的行政長官，讓西方不費一
兵一卒就可以控制香港，中國的主權和安全就被出
賣了，這是不是一種漢奸行為？

高天問

《蘋果》配合美國煽動「顏色革命」激發眾怒自食其果
連日來，有市民自發包圍《蘋果日報》報社並舉行示威集會，抗議《蘋果》不斷製造謠

言，配合美國在港煽動「顏色革命」，挑動學生參與「佔中」，妄想顛覆特區政府，從而亂

中奪權，將香港變成反華橋頭堡。市民憤怒地指出：一向以來，黎智英、李柱銘勾結美國，

為美國出謀劃策，匯報「佔中」計劃，收取了美國各種利益，運用黑金政治收買香港的反對

派和「佔中」組織，為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利益服務，這是典型的漢奸行為。《蘋果》每日

都以「雨傘革命」作為「佔中」新聞的專題欄目，積極鼓吹港版「顏色革命」，顛倒黑白，

造謠惑眾，令到香港市民的上班和上學權利受到剝奪，各個行業的營業額損失以十億元計，

大量工人手停口停，生計無着，弄得天怒人怨。市民包圍《蘋果》抗議，表達了市民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浩然正氣，表達了市民對「漢奸報紙」的憤恨。

醜聞纏身的工黨主席李卓人，日前
再被網上秘密文件揭發，由其一手創
立的職工盟每年都向美國國家民主基
金會（NED）旗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
結 中 心 （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索取
大筆捐贈，過去20年已接受合共多達

1,300萬港元的捐款。在最新一份向美國主子的「匯
報」中，更提及「本港泛民組織與中央之間的摩擦逐
漸增加，『佔中』行動更反映本港市民對現今社會的
不滿，而職工盟是本港其中一個領導組織爭取民主發

展及工人權益」云云。這裡說得很隱晦，但實際反映
了美國最新一期撥款，就是為了「佔中」而來的。
NED不是開善堂，而是為美國「促進及推動全球的
民主化」，烏克蘭、喬治亞、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的
「顏色革命」背後都有該組織身影。李卓人及職工盟
每年領取NED轄下機構的巨額「金援」，做的是甚麼
勾當，大家早已心知肚明。近年，職工盟對於增進勞
工權益的議題興趣索然，反而將一門心思投入政治鬥
爭之中。同一時間，美國人的「金援」卻不斷增加，
正說明李卓人的表現深得美國人讚賞，並且在這一場
港版「顏色革命」中獲委以重任：為一班激進學生組

織出謀劃策，並且時刻監察行動進展，適時向美國
「匯報」。簡單而言，類似於明朝的「監軍」角色。
明朝皇帝不信任大將，為免臨陣兵變，都會將近身太
監派到前線作「監軍」。李卓人正正就是美國派來
「佔中」的「監軍」。
在「佔中」發動之前，李卓人就積極為「佔中」搞
手與「台獨」勢力牽線，推動「兩獨」合流；及後他
又到泰國學習大規模反政府示威經驗，研究如何在短
時期內癱瘓一個地區的經濟運作；他更發動「支聯
會」義工參與「佔中」。在「佔中」爆發之後，表面
上由學聯及「學民思潮」指揮，但真正的指揮部卻設
在李卓人立法會的辦公室內。李卓人更最早提出封堵
政府總部大樓的計劃，及後學聯、「學民」也跟隨其
策略，長期圍堵政府總部，引發了多次嚴重衝突。另
一方面，李卓人也提出「以車代人」方案，利用職工

盟旗下工會調動巴士、工具車等車輛阻塞中環要道。
後來因為此舉觸發民憤反彈才作罷。
隨着「佔中」的發展，李卓人開始露出了為美國發

動「顏色革命」的底牌。9月30日晚，李卓人與一眾
反對派大佬舉行秘密會議，商討改變「佔中」活動策
略，決定將「佔領區」打造為「民主大廣場」，並將
訴求集中至「要求梁振英下台」。及後眼見「佔中」
開始有失控之勢，李卓人在10月6日下午就在內部會
議中提出成立「佔中」聯合陣線，目的就是要約束
「佔中」行動。原因是華府官員已經開腔，表示不會
因「佔中」而損害與中國的關係。美國主子有了收手
之意，李卓人自然心領神會大力配合，以免「佔中」
失控壞了美國大局。由此可見，李卓人服務的從來都
只是美國主子，鞍前馬後，盡忠報「美」。這樣的人
還有何面目擔當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李卓人收美國錢做「佔中」「監軍」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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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團都會遠赴內地不
同省市視察，為國家
最新發展進言獻策。

今年代表團選址廣西，展開為期8天
的訪問考察。昨日適逢工聯會榮譽主
席鄭耀棠（棠哥）與南旋集團主席兼
行政總裁王庭聰「牛一」，兩人仍於
工作中度過生日，但一眾港區人大代
表不忘為他們炮製驚喜，在午飯時間
舉行生日派對，並由團長譚惠珠代表
致送鮮花及生日蛋糕。

壽星公許願：「佔中」早日結束
鄭耀棠因為公事，需要到今日才能

與大隊會合，因此代表團先為王庭聰
慶生，眾代表合唱廣東話、普通話、
英語 3 個不同版本的「生日串燒
歌」，為兩人送上無限祝福。突如其
來的生日驚喜，令王庭聰感動萬分，
他笑言公務繁多，自己也忘記了自己
的生日，衷心感謝代表團為他帶來祝
賀，並坦言今年生日願望是盼望「佔
中」早日結束，讓香港「路路暢
通」，重拾社會和諧。
有見違法「佔中」行動仍然持續，

一眾港區人大代表雖然身處廣西，但
仍然心繫香港發展，每有空檔，均會
關心違法「佔中」行動狀況，盼望香
港早日恢復正常秩序，港人安居樂
業。

■記者 黃斯昕廣西報道

桂港合作研CEPA先行先試
港區人代團考察產業定位 黃道偉：47條款上報商務部

港區人大代表團前日考察南寧
市時，聽取自治區經濟社會

發展總體情況。在加強桂港合作
交流方面，黃道偉表示，廣西現
正在積極籌建桂港合作機制的廣
西方組織機構，並成立3個專責小
組，爭取早日發揮合作機制的重
要作用。
黃道偉指出，廣西十分重視
CEPA先行先試政策，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梁振英訪問廣西後，廣西
向商務部和港澳辦匯報，成功爭
取支持。廣西現正研究梳理香港
在廣東先行先試的條款47條，並
已上報國家商務部，下一步希望
爭取廣東先行先試政策於廣西落
地，為深化兩地各領域合作提供
重要支持。

田北辰盼桂港「小門常開」
多位港區人代在座談會上均關注
到廣西經濟結構及產業定位。田北
辰說，過去香港與廣東落實CEPA
先行先試，衍生不少問題，特別是
「大門開、小門不開」，希望香港
與廣西CEPA先行先試做到「小門
常開」。他又提到，國家經濟發展
政策擴大內需，同時提升產業結
構，令非高增值行業更難發展，認
為廣西應該考慮打造物流中心，讓
廠商把東盟生產力透過廣西發展至
全國消費區。

劉佩瓊倡善用鐵路公路等基建
劉佩瓊指出，東盟貿易區是廣
西未來發展最大機遇，建議廣西
與廣東加強合作規劃發展，合作

實現經濟一體化。她認為，廣西
產業應跟着市場走，待進行市場
研究後再發展產業，比如善用鐵
路公路等基礎建設，避免流失投
資機會。

王敏剛冀民企旅遊「走出去」
王敏剛則提到廣西旅遊業發展。

他指國家提出致力發展「海上絲綢
之路」，外界預期國家到2020年
將成為「旅遊大國」，期望廣西做
好民營企業措施，擔當旅遊「走出
去」平台，「內地旅遊業由旅遊局
主導，並以民營企業為重點，成立
全國工商聯中國旅遊業商會，廣西
未來需做好協助民營企業走出去的
政策措施。」

何曄暉讚具獨立區位生態優勢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何曄

暉總結發言時形容，廣西地處華
南經濟圈，是中國唯一與東盟既
有陸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
區，珠江流域中的西江航道橫貫
廣西境內，直通粵港澳，具有獨
立區位與生態等優勢，深信廣西
明天定會更美好。
考察團同日視察廣西規劃館、自

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
並於昨日轉抵欽州市，先後視察當
地產業園區、國際酒類交易中心、
集裝箱碼頭等，又聽取北部經濟灣
區開放開發情況。考察團今日會乘
次動車視察廣西高鐵發展建設情
況，隨即轉赴柳州聽取當地經濟社
會發展總體情況，並會到百里柳江
視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斯昕 廣西報道）隨着國家全面

擴大開放，國家與東盟合作進入新的「鑽石十年」。目

前，廣西正與香港全面深化「桂港合作」。正在廣西考察

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前日考察南寧市時，着重了解廣西

壯族自治區經濟結構及產業定位，特別是「桂港合作」發

展進度。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常務副主席黃道偉表

示，廣西現正研究香港在廣東先行先試的條款47條，並

已上報國家商務部，下一步希望爭取廣東先行先試政策於

廣西落地，與香港共享機遇。

當前廣西正積極推進司法改革，為廣西開
放開發營造良好法治環境。正在廣西考察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前日（10月13日）先後
到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視察。
行程第二天，考察團到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聽
取法院工作情況報告。
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羅殿龍指出，近年廣西法院

基層設施和司法保障不斷增強，特別是「十二
五」期間，自治區專門出台政法基礎設施「十二
五規劃」，並把科技信息化應用於審判工作之
中。

羅殿龍：加強與港司法界溝通
對於司法改革，羅殿龍說，法院正優化職權配

置及健全司法權運行機制；大力推進司法公開，
提升司法公信；推進執行指揮中心試點工作，促

進社會誠信體系建設；並自覺接受人大監督、接
受民主監督、接受檢察機關訴訟監督。羅殿龍又
說，廣西向法院將繼續加強與香港司法界的協作
溝通，積極為桂港經貿文化交流與合作提供優質
司法服務。

崔智友：積極配合中央司法改革
同日，考察團到人民檢察院視察。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崔智友匯報廣西檢察工作時說，據中共十
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問題的決定》，在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中，中央
重點部署了完善司法分類管理、完善司法責任等
改革，雖然廣西不是試點省份，但亦積極配合，
就改革作研究及思考，包括檢察人員分類管理、
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改革等。

■記者 黃斯昕廣西報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到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考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聽取廣西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情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為「牛一」的王庭聰炮
製生日驚喜。

■譚惠珠感受製作手工拉杯的樂趣。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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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法院檢察院 審判科技信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