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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政府總部外的龍和道爆發激烈
衝突。警方在早上本來已經和平清除
龍和道路障，並且解封道路。但在晚
上，突然有一班戴上口罩，全副裝備
的示威者衝至龍和道，並且企圖以鐵
馬封路。示威者與現場維持秩序的警
方對峙5個小時，其間不斷暴力衝擊

警方防線，並且向警員投擲物品，導致現場一片混
亂，警方一度要以胡椒噴霧驅趕示威者，最後成功清

場，並拘捕37男8女。事後公民黨成員曾健超稱被警
員毆打，反對派也乘機發難。
警方拆除路障不但是依法辦事，在過程中更嚴格恪

守理性、克制原則，與示威者秋毫無犯。然而，部分
激進派人士卻發動暴力衝擊，意圖重新堵塞馬路，本
身已是違法之舉。更要指出的是，這次暴力夜襲龍和
道，本身就是激進反對派有組織、有預謀的一次行
動，故意挑在立法會復會前鬧事，就是要為反對派提
供彈藥。帶頭夜襲的是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及有「公民

黨長毛」之稱的曾健超，他們在當日下午已經在網絡
上進行動員，直指「金鐘道敗象已呈，無力回天。就
算增援再多，都敵不過一早計劃好的警犬。所以，現
時應立即佔領龍和道，圍魏救趙。佔領龍和道後，政
府總部將完全被包圍，戰略價值並不比金鐘道差」。
在晚上，一眾激進、暴力的示威者隨即在龍和道附

近集結，及後梁國雄、曾健超等人來到現場，並且向
示威者派發裝備，曾健超也戴着其標誌的頸巾，並用
「大聲公」指令示威者衝入龍和道，而他更衝在最
前，不斷衝撞，甚至將水樽擲向警員，向警員淋不明
液體，並且不斷以言語挑釁前線警員。激進派此舉目
的其實並不在於要重佔龍和道，原因是佔了也沒有甚
麼用。他們真正目的是動用激進的示威者暴力衝擊警

方，以此逼警方以警棍制服他們，繼而製造流血衝
突。這樣，他們就可以大打悲情牌，重新營造「佔
中」已經疲弱之極的聲勢，煽動不知就裡的學生繼續
在金鐘集結，令「佔中」進行下去。
梁國雄是甚麼人社會都一清二楚，但曾健超又是甚

麼人？他是一名外展社工，但政治立場卻極為偏頗，
尤其是以公民黨名義接連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落敗
之後，在愈走愈激。在2010年反高鐵圍攻立法會騷亂
中，曾健超就煽動示威者一齊衝鐵馬。他又曾以粗鄙
的言辭辱罵林大輝「契弟」、「你去死啦」，盡顯其
人的偏激。這次他聯同「正版長毛」突襲龍和道，是
故意藉此挑動警民衝突，製造流血事件令事態激化，
用心極為險惡。

激進反對派有預謀製造暴力夜襲龍和道事件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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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UGL協議非秘密
澳媒還CY清白

特首梁振英曾收受澳洲 UGL 400萬英鎊的事件早前經
傳媒曝光後，Fairfax Media日前引述DTZ主席Tim Mel-
ville-Ross的回應稱，他不知道梁振英與澳洲工程公司
UGL間的協議，梁振英被質疑隱瞞相關協議。DTZ債權
人蘇格蘭皇家銀行發言人也曾說過並沒有參與這份協議的
商討過程。

電郵揭DTZ主席屬牽頭商議者
不過，Fairfax Media最新的報道就透露，該報在再進

一步查閱交易期間的更多電郵後，主要是在2011年12
月2日為止，數星期的電郵交往內容中看出，有關協議
其實是在所有重要持份者得知下商議的，包括債權人蘇
格蘭皇家銀行，管理人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以及時任戴
德梁行(DTZ)的主席Tim Melville-Ross都有參與商討，而
更重要的，電郵揭示了Tim Melville-Ross是牽頭領導商
議者。

電郵顯不知情說法矛盾
報道引用其中一封電郵的內容指，Tim Melville-Ross在

2011年11月20日向URL行政總裁Richard Leupen發電
郵時提到：「你會從早前的電郵中得知我是參與在內，並
與CY（梁振英）一起，而且一直有進展。」Fairfax指，
有關電郵顯示內容與各方早前指自己對協議不知情的說法
有矛盾。
另外，該段報道稱，若UGL在收購戴德梁行後，有高
級管理層離任，每一名離開的人會令梁振英少收5%的協
議金。最終包括David Watt及Alan Wong兩名在協議名
單內排第二名及第三名的人，都離開戴德梁行加人其他屬
競爭對手的集團。不過，UGL確認，在收購戴德梁行
(DTZ)後，進行了全球架構重組計劃，發現上述兩人的角
色重複，因此並不視之為重要員工，而梁振英的協議金亦
沒有減少。
Fairfax亦經消息人士確認，最終梁振英得到全數協議

金，先後在2012年及2013年的12月收取，而兩筆金額相
同，即在這兩年的年底，梁振英按協議每年收取200萬英
鎊。該報另一報道則透露，梁振英曾要求UGL就戴德梁
行(DTZ)於日本投資的損失，向他補償300萬鎊，但卻被
UGL拒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

鈞）一直追蹤報道澳洲UGL收購

戴德梁行(DTZ)當中交易細節的

澳洲傳媒Fairfax Media，在周三

的報道中還了香港特首梁振英一

個清白。有關報道指，從相關的

電郵反映，梁振英獲得 UGL 400

萬鎊收入的協議，其實並非甚麼

「秘密」協議，也沒有瞞騙這宗

交易的持份者，因為包括債權人

蘇格蘭皇家銀行、管理人安永會

計師事務所，以及戴德梁行

(DTZ)主席都有份參與協議的商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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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
前日（倫敦時間10月14日）在倫敦一個由香港
工商協會主辦的午餐會上致辭時強調，香港政制
發展的議題一向具爭議性，正因如此，必須理性
務實，使香港市民能達致共識和向前邁進。行政
長官由「一人一票」選出，必然是向前邁進的一
步。
袁國強於倫敦時間10月14日，在2014年倫敦
法律博覽會的專題討論會議上致辭時說，香港憑
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現代法律基建，一直定位為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有6個因
素令香港應被考慮作為理想的國際法律和解決爭
議服務地點。
他說，香港的地理位置及全球經濟發展趨勢、

香港的普通法法制、法治和司法獨立、強大的法
律和解決爭議執業者團隊、政府的強力支援、以
及香港的現代化和健全基建，使其有效提供國際
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

法治司法獨立狀況良好如昔
就近期有人質疑香港的法治或司法獨立狀況，

袁國強指出：「然而，所有這些指香港的法治和
司法獨立正被侵蝕的斷言和質疑，均是錯誤的。
這些斷言並沒有證據支持，客觀情況更是恰恰相
反，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狀況跟以往一樣良
好。」
袁國強並在一個由香港工商協會主辦的午餐會

上致辭，解釋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關行
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法律和憲法制度，以及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8月31日作出《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
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並強調必須理性務實，
使香港市民能就香港政制發展達致共識。

「無理由為求完美礙發展」
他說：「不論個別人士就提名委員會組成的看

法如何，行政長官由『一人一票』選出必然是向
前邁進的一步，亦肯定是個較現時由選舉委員會
選出行政長官更為民主的制度。沒有理由為追求
完美而窒礙發展，亦沒有理由因社會仍對如何才
是最好的制度意見分歧而不追求普選。」
袁國強前日亦與司法大臣兼大法官紀嘉林會

面，就雙方關注有關香港和英國法律和解決爭議
服務最新發展事宜交換意見。
昨日（倫敦時間10月15日），袁國強在倫敦

出席一個由查塔姆研究所舉辦的研討會，並發表
關於香港法治和政制改革的演說。他亦與檢察總
長Jeremy Wright會面，就雙方關注的法律事宜
交換意見，並禮節性拜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英
國大使劉曉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澳洲傳媒Fairfax
Media早前報道稱，行政長官梁振英「秘密」收取了
UGL的400萬英鎊，而昨日則「更正」指，收購及
出售戴德梁行DTZ的持份者皆得悉梁振英與UGL
的補充協議內容。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指出，最新
資料可以還特首一個清白，而目前正值「佔中」行
動進行的「如火如荼」，突然有此消息出來，實在
令人感到背後「另有故事」。

李慧琼：令人聯想外國插手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昨日指出，
在現時「佔中」行動被炒得熱烘烘，突然由一家外
國傳媒，以揭秘式報道特首梁振英的商業協議安
排，令人聯想到是否外國插手「佔中」行動，今次
為「其中一個環節」。今次澳洲傳媒的報道，可以
還特首一個清白。

王國興：疑反對派「收錢吶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反對派的「佔
中」行動，被外國傳媒定性為「雨傘革命」，在過
去十多天，無論是資源、「佔領」步驟的部署、甚
至涉及外國勢力等，完全都是將外國的「顏色革

命」「原原本本」搬到香港。
他估計，是次涉及梁振英的商業協議安排，被某
些傳媒大做文章，製造滋擾，令特區政府及特首難
以管治，顯然是所謂「顏色革命」的其中一部分，
這種手法十分陰險，更令人懷疑搖旗吶喊的反對
派，完全是「收人錢、替人消災」。

田北辰質疑有人借機大做文章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指出，作為一個具規模
的商業機構，本身必定擁有一套完善的營運程序，
在處理任何一宗商業交易，以至在每一宗的交易
前，董事局都會進行詳細的研究、查詢，及舉行無
數次的會議反覆討論，不可能給一個人「隻手遮
天」。
他續說，這麼大的商業機構，一旦發生了類似的
問題，一定會第一時間就被發現，根本難以隱瞞，
「怎可以拖了這麼長時間才發現？」他質疑，事件
在「佔中」行動發生期間出現，令人感到是有人借
機大做文章。

陳恒鑌批資料不盡不實唯恐不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正值「佔中」行

動期間，突然有些陳年消息被翻炒出來，而且這些
資料不盡不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唯恐天下不
亂，手法相當拙劣，旁人看在眼裡只能一笑置之。
他認為，過去曾經拿着這些資料大做文章者，應該
拿出勇氣，承認自己的錯失。

■袁國強昨日與香港工商協會主辦的午餐會與會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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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晚休會辯論中，提出議案的梁家傑倒打一
耙，將「佔中」搞手發動暴力騷亂的責任歸咎於政府
和警方。梁家傑利用個別事件促調查警方是否涉蓄意
傷人，謾罵警員無法無天。昨晚一批「佔中」人士，
亦借警方處理個別事件包圍灣仔警察總部。

抹黑警隊 企圖將暴力「佔中」升級
種種跡象顯示，「佔中」搞手和反對派正處心積慮，

利用個別事件抹黑攻擊警隊，並企圖將暴力「佔中」行
動升級。實際上，前晚非法佔領者已將暴力行動升級，
一批戴口罩、頭盔的示威者，突從政府總部附近搬來一
批鐵馬，衝出立法會對出的龍和道路段，將東、西行線
全面封鎖，並一度將配有防暴裝備的警務人員前後夾擊
困在龍和隧道。警方為免衝突升級，只得暫時撤走。大
批示威者先以鐵馬封鎖龍和道來回行車線，至凌晨更搬
來大批石屎渠蓋及單車鏈等設置路障。示威者重新霸佔
龍和道時，有警員將部分佔領者推回行人路，佔領者竟

然肆意大罵警員是「黑社會」。
在昨晚休會辯論中，黎棟國批評示威者前晚衝出龍

和道，並在隧道製造路障，亦有人高空擲物，行為遠
超和平集會示威，應予以強烈譴責。黎棟國對誣衊警
方的言論感到痛心，又嚴正反駁所謂「警方包庇黑社
會」的指控。他讚揚警方是專業優秀的紀律部隊，特
區政府全力支持警方以專業態度依法執法。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出，警方的行動一直克
制，雖然有個別事件被批評，但不應因為這些個別事
件便侮辱警隊。梁美芬又表示，看到一直很欣賞的警
隊成為磨心，認為這時候應想想如何更體諒警隊。

警隊克制 廣大市民有目共睹
「佔中」亂局已超過兩個星期，擴散多區鬧市，癱

瘓社會正常運作。幸好，香港擁有一支精銳幹練的警
隊，他們秉持堅毅克制的專業精神，面對騷亂滋擾的
緊急關頭，前線警務人員一直緊守崗位，以專業、高

度克制、不偏不倚的態度執行職務，任勞任怨。他們
在示威人潮面前處變不驚，克制和公正地維持公共秩
序和安全，更不時要在互相對立的群眾之間勸阻互罵
和對峙，亦要在洶湧的群情下分隔人群、阻止衝突，
並要保護示威人士。這些艱巨和危險的處境和挑戰，
連日來在電視新聞中，廣大市民有目共睹。

個別事件真相有待調查
對於有電視台拍攝到公民黨曾健超被數名警員拘捕

後，有警員涉嫌對曾健超使用過分武力，對此，保安
局局長黎棟國表示，當局正跟進個別事件，有關警員
會調離崗位。翻查多個電視台的報道及片段，發現有
一名示威者身穿跟曾健超一樣的黑色衫，在高處向多
名警員潑液體，有電視台的報道指潑水，但有facebook
群組「向香港員警致敬」則指：「曾健超在高處多次
向執法警員淋不明液體，被警員上前拘捕時極不合
作，令到有警員受傷。」群組又指：「有網民指出曾
健超突然向員警淋不明液體，其實可當係襲警，是嚴
重罪行，如果液體是有毒或是易燃液體，更會造成警
員受害。」如果真實情況是這樣，那麼有警員涉嫌對
曾健超使用過分武力，完全是有原因的，絕非反對派
指控的「警方濫用武力」，而是有人涉嫌襲警。當局
應調查真相，弄清楚是有人涉嫌襲警還是有警員涉嫌
使用過分武力。

「佔中」愈加過分 市民撐警嚴正執法
無論真相如何，有警員涉嫌使用過分武力事件只是

個別事件。總的來看，
警隊處理半個多月來的
「佔中」亂局，表現專
業、優秀、克制。廣大
市民都看到，「佔中」
人士明知員警不會用過
分武力對待他們，行為便愈加過分。有暴徒用雨傘戳
傷執法警員，警員傷口長達十厘米。少數暴徒不斷衝
擊警方防線，辱罵和襲擊警員，在高處多次向執法警
員擲物。警員們不僅承受着受衝擊和傷害，還蒙受
「警黑勾結」等謠言的誣衊。然而，我們看到，香港
警方夜以繼日，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忠實履行自己
的職責。

只要不帶任何偏見，相信都會認同警方在處理
「佔中」時已經表現出最大的克制和忍讓。正是由
於警方無怨無懼地緊守前線崗位，以無比忍辱負重
的毅力，在示威人潮面前處變不驚，發揮不屈不撓
的意志化解種種用心不良的挑釁與衝擊，方能安定
大局。豈可因個別事件抹殺警方專業優秀克制的表
現？

連日來，許多市民和團體為警隊打氣，遞交市民聯
署的支持信和慰問信。「佔中」期間，出現了支持香
港警察的藍絲帶。事實說明，香港警隊是世界公認最
優秀的警隊之一。作為香港最寶貴的財富之一，警隊
是香港社會安寧和繁榮穩定的守護神。針對「佔中」
暴力政治氾濫，社會理應支持警方執法，以維護港人
福祉。

警隊專業優秀克制 抹黑攻擊不得人心
立法會昨晚休會辯論公民黨梁家傑提出的所謂政府和警方處理「佔領行動」示威者手

法的動議。必須指出的是，「佔中」搞手和反對派竭力抹黑警隊，利用個別事件攻擊警

隊，企圖倒打一耙，將他們發動暴力「佔中」的責任歸咎於警方。但是，市民的眼睛是

雪亮的。大家都看到，非法「佔中」半個多月以來，真正無法無天的是非法佔領者，而

前線警員一直緊守崗位，以專業、克制、不偏不倚的態度執行職務。公道自在人心。抹

黑攻擊警隊不得人心，越來越多市民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及時清場，盡快結束禍害市民

的非法「佔中」。

敏感期製滋擾 議員質疑「背後有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