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9 ■責任編輯：江 文

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
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三十三天

長毛涉「佔中」「黑金」團體踩場
「監察立法會議員誠信關注組」請願 不滿未全面交代

吳克儉：學校自決推國民教育 醫學會下周再表決是否搞民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接連

被揭涉嫌收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的巨額政治捐款，

但未有按程序作出申報，令公眾質疑他們是否涉及「黑

金政治」，更質疑他們為了回報「金主」，和黎智英聯

手煽動「佔中」。「監察立法會議員誠信關注組」昨日

分別到立法會和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3個議員辦事

處，促請梁國雄全面交代涉「黑金」事件。

監警會成員挺「佔中」或礙調查

包括本報等傳媒早前揭發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
向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泵水」，但部分議

員涉嫌未有按程序作出申報，引起社會對「黑金」
滲入本港議會的憂慮。其中，社民連主席梁國雄被
指去年10月為社民連「代收」50萬元捐款，但未有
作出申報。黎智英其後承認曾於今年6月向梁國雄個
人捐出另一筆50萬元捐款，惟梁國雄不承認此事。

赴梁國雄3議員辦事處請願
「監察立法會議員誠信關注組」約25人昨日帶同

「走狗、漢奸、賣國賊，收黑金策劃『佔中』搞亂
香港」的橫額，到立法會綜合大樓請願。他們高呼
「反對黑金政治」、「長毛立即交代」、「還我廉
潔社會」等口號，要求梁國雄坦誠公開相關文件。

他們其後亦前往梁國雄位於澳軍澳、沙田和大埔的
議員辦事處遞交請願信，表達對梁國雄未完全交代
事件的不滿。
「關注組」委員胡健民表示，立法會議員個人利

益監察委員會前日開會後，繼續要求梁國雄、民主
黨的涂謹申、公民黨的毛孟靜和工黨的李卓人提交
資料，反映他們仍未交代清楚懷疑「黑金」事件。
他促請「長毛」盡快公開交代所收到的捐款的來龍
去脈。

早前辯解難釋公眾疑慮
胡健民又指，「長毛」曾承認自己在收受捐款上
「處理得唔係咁好」，但有關說法仍未釋除「關注
組」成員以至廣大市民對「黑金」的疑慮。立法會
應為香港市民服務，但若有議員接收捐款後沒作申
報，會令人質疑他是為誰的利益服務，關乎議員的
誠信問題。
他補充，「關注組」一直有跟進反對派議員涉

「黑金」事件，上周亦有就事件到立法會、廉政公
署、稅局等請願，未來亦會繼續跟進有關議員的交
代和回應，再計劃下一步的行動。「長毛」梁國雄
昨在返回立法會出席大會途中，被「關注組」成員
「捉到正」，稱會按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要求
補交文件，但就辯稱自己已就事件作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7名警務人員早前涉
嫌毆打參與「佔領」行動的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反對
派繼續就事件窮追猛打。監警會成員、會計界議員梁
繼昌昨日在立法會提出質詢，要求當局交代案件進
展，但被多名議員質疑有人身為監警會成員，曾公開
評論案件並表明支持「佔中」，會影響監警會調查的
公正性。據指，監警會內部將討論如何處理會有成員
支持「佔中」的問題。
梁繼昌於本月15日曾向監警會主席郭琳廣及全體成

員發公開信，要求郭立即舉行開緊急會議討論事件，
其後又佩戴黃絲帶出席電台節目，以監警會成員回應
提問，被質疑有利益衝突。梁繼昌昨日在立法會提出
質詢，要求保安局交代案件進展。

葉國謙質疑影響獨立性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

集人葉國謙質疑，部分監警會成員曾公開發表對案件
的評論，甚至佩戴黃絲帶回應提問，擔心會影響監警

會的獨立性。民建聯議員陳鑑林亦關注，部分監警會
成員明顯支持「佔中」，更曾對涉事警員作出嚴厲批
評，有人「用意險惡」，刻意削弱警員的執法力量。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回應指，有關案件正由投訴警
察課成立的專責特別調查隊進行刑事調查，完成後
會交監警會審核，認為在調查完成前，任何評論都
是不適宜和不公道。
他強調，投訴警察課機制行之有效，受監警會監
察，確保公平公正。他明白有議員擔心部分監警會
成員有利益衝突問題，但強調監警會是獨立及具透
明度的法定組織，他有信心監警會會一如既往，公
平、公正和依法處理案件，並引述郭琳廣指，該會
內部將討論如何處理有成員支持「佔中」。

已去信傳媒機構索取相關片段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則在會上要求保安局責成警務

處處長曾偉雄為事件致歉，黎棟國強調，案件仍在
調查中，未完成調查及未有結論時，倘作出任何評

論，都對任何持份者不公平。
另外，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許鎮德昨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警方已經與有關事件的投訴人和涉事7
名警員錄取口供，及去信3個傳媒機構索取相關片
段，以進行調查，但至今仍未取得有關片段。完成搜
證後，會向律政司諮詢意見。他強調，會不偏不倚、
公平公正處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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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佔領」行動影響香港經濟民生，
金融發展局主席、行政會議成員查
史美倫昨日表示，「佔領」行動已
經去到一個臨界點，擔心一旦投資
者信心被動搖，難以再建立起來，
以前一點一滴累積的成果亦會一炮
而毀。她又強調，香港人面對堵路
全無怨言，質素好高，希望社會各
界明白任何西方國家的民主都有篩
選，香港應先讓政制走第一步。

無怨堵路 港市民質素高
查史美倫昨日出席貿發局在巴黎

舉行的宣傳活動時與傳媒談及「佔
領」問題。她形容「佔領」行動已
經去到一個臨界點，現在投資者信
心未動搖，不代表再持續一兩個月
都不會動搖，相信如果三區都像旺
角一樣亂，投資者肯定會擔心。她
坦言，如果投資者信心一被動搖，
難以再建立起來，香港多做十次路
演宣傳也沒有用，付出的代價已經
太多，以前一點一滴累積的成果，
亦可以一炮而毀。
香港警方以催淚彈應對示威場面

備受關注，查史美倫對此回應指，
很多國家都以催淚彈對付示威者，
「催淚彈是最平和、最簡單的方

法，我和法國朋友接觸，他們說如
果香港人是因為催淚彈才走出來，
他們會感到相當奇怪。」
她續說，有人說香港學生世界一

流，但她反而認為香港市民才是一
流，面對道路被堵塞，完全無怨
言，「公平地說，香港市民質素都
好高。」

美國解放黑奴經歷亦漫長
查史美倫又引用美國解放黑奴的

歷史為例，「美國由19世紀解放黑
奴開始，到100年後，黑人才有平
等的投票權。連美國都經歷這麼一
個漫長的過程，當然我不是說香港
也要等100年，但香港應該先走第
一步。」她又多次引用美國作例
子，「我的美國民主黨朋友說，他
其實想選希拉里，但她在內部選舉
已落敗，她被迫選奧巴馬，所以美
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民主，統統
都有篩選。」
查史美倫重申，爭取民主是一

種手段，要爭取民主才有自由，
但香港人現在擁有集會自由、新
聞自由及言論自由，「外國人都
知道香港很自由，所以對學生的
訴求很不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醫學會曾於本周一晚上就是
否就「佔領」行動進行會員問卷調查表決，結果23名會董（包
括會長），出現11票對11票的情況，最後由會長史泰祖運用決
定票否決進行民調。就兩批醫生出現意見分歧，史泰祖昨出席記
者會時表示，將於下周二的例會再就民調投票，並指若再需要投
決定票，會轉投支持票。

史泰祖：影響與前會長幾十年交情
史泰祖昨日坦言，醫學會內部已出現撕裂，「『佔中』、雨傘

運動已撕裂了香港、業界、醫學會，甚至我與蔡堅（現任香港醫

學會會董兼前會長）幾十年的交情。」對於再次就民調投票，史
解釋，本來擔心相關議題會令業界更撕裂，但現時卻認為民調可
平息業界爭拗，同時他希望能讓大家知道業界的意見，從而協助
政府向政改的目標走前一步。
支持民調的蔡堅則表示，民調是要得到答案，了解業界對
「831政改」的意見，「如果我們沒有真相又沒有數字，那麼如
何向政府提出建議？」蔡堅又指，「對於一個我不再熟悉，又不
能對會員及社會負責任的醫學會，我不會參與。」他決定採取不
合作態度，雖不會退出會董會，但將不會出席下周二的會議，今
後亦不會參與醫學會所有會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學聯前日
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表公開信，要求
特區政府向國務院港澳辦遞交的民情報
告，必須包括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就
香港普選問題作出的決定，更要求與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直接對話。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昨日表示，學聯的新條件等於把對話大
門關上，估計「佔領」行動可能以武力清
場告終，又強調「佔領」不可能迫使中央
退讓。

新要求更難達到
曾鈺成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學
聯要求民情報告包括要求人大常委會撤回
決定，特區政府很難答允，「(提出新條件)
後果是重開與特區政府對話的可能性，可
以說是關了門。」被問及直接與中央官員
對話，他直言，「如果我是中央官員，唇
槍舌劍之後，好像上一次學聯與特區政府

見面後，（學聯）便出去說『非常憤怒、
虛無縹緲』等，然後提出更加難以達到的
要求，那麼還應不應該傾呢？」
「佔領」行動持續超過一個月，曾鈺成

坦言，如果他有解決目前困局的好建議，
一早說了出來，但他亦想不到，「『佔
領』者沒有一樣（成果）拿在手，說成功
達到目的，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一定不
能夠放出訊息，給香港以至中國其他地方
的人，（以為）找到足夠多人上街，就可
以迫使中央作出退讓，如何找到出路
呢？」
曾鈺成評估，「佔領」行動可能會以武

力清場告終，等到八九成人離開，警方武
力清走堅決留守的人，但如果人仍然很
多，有尖銳矛盾，釀成大規模衝突迫警方
介入，後果就會很嚴重，「我只能夠良好
願望，希望是前者，而非後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學聯前日
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公開信，再提出
不切實際的對話條件，包括要求民情報告
必須包括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8月31
日決定建議等。
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及何秀蘭昨日趁

林鄭月娥離開立法會時，向她遞上學聯公
開信，但林鄭月娥沒有接收。李卓人其後
引述林鄭月娥表示，她已經看過公開信內
容，沒有需要接收。就學聯提出的訴求，
政府發言人指，政府官員在跟他們對話中
已經表明立場，沒有補充。

查史美倫：「佔領」或一炮毀港累積成果 曾鈺成：學聯自關對話大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工
業界議員林大輝昨日在立法會提出質詢，
指不少年輕人對國情了解不足，因而對全
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普選問題作出的決
定，欠缺全面正確的認識，關注特區政府
會否基於社會現況，重推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回應指，國民教育科
的課程大綱前年10月擱置，是否推行科目
由學校自行決定，不少學校都認為自由度

更高，當局會維持現有做法。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發言時提及，有學生

在大學畢業禮上冒犯主禮嘉賓，「佔中」
亦導致部分家庭關係撕裂。吳克儉說，十
分關心家長與學生的爭拗，指不少人晚飯
時，都避談這個問題，從而可「安安樂
樂」吃飯，當局與校長商討後，將來在會
多強調守法精神、個人操守等，又指關注
有大學生在畢業禮上，作出政治表態行
動，稍後會與大學校長會商討事件。

學聯訴求不切實際 林鄭不收信

■梁國雄(左三)昨返回立法會參加大會途中遇到「關注組」成員。他
稱會按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要求補交文件。 記者文森 攝

■「監察立法會議員誠信關注組」促請梁國雄全面交代涉「黑金」事件。 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李自明）「佔
領」者堵路已經超過一個月，港區省級政協委
員聯誼會秘書長黃華康昨日直斥「佔中三丑」
是破壞香港法治的罪魁禍首，視高院頒布的禁
制令為無物，必須受到法律制裁。浙江省婦聯
代表召集人陳思紅昨日則批評，長期的違法
「佔領」嚴重損害香港法治，希望特區政府及
警方盡快清場，避免香港經濟持續受衝擊。
黃華康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指出，香港管治
不是靠某一個人或某一個政黨的。香港有今
日，全是靠法治。香港有獨立的司法權，保護
香港在國際社會上擁有崇高地位，香港有獨立
的司法權才能真正有效管治香港。特區終審法
院的決定就是最終決定，法院可以否定特區政
府的決定，但特區政府不可以否定法官。」

黃華康：「公民抗命實為抗自己的命」
他批評「佔中三丑」是破壞香港法治的罪魁
禍首，「『佔中』破壞社會法治與安寧，破壞
香港利益，所謂公民抗命，實為抗自己的
命。」「三丑」中有兩人是教授，應該教學生
如何遵法守法，而不應教唆學生出來搞事。現
時「佔中」已變質，與當初提出的宗旨和目的
完全變樣。
黃華康強調說，香港沒有法治，就沒有穩
定。沒有穩定，包括三子的全香港都受損害，
「點搵食、點做生意？」他指學校亦應考慮辭退
兩人，兩人更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又激動地
批評，「佔中」示威者對警察呼來喝去，「用得
着我（警察）就叫我『兄弟』，用唔到就叫我
『契弟』，如果我係警察我都唔知點做！」他批
評「佔中」做了壞的示範，黑社會招一萬人上街
很容易，警察如果拉人，「到時黑社會可以反
問，點解『佔中』可以這麼多人上街，我們不可
以？真係政治大哂咩？」

陳思紅：支持警方依法辦事
陳思紅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坦言，「無期
的佔領已經令普羅大眾生活受影響。我們身為
普通市民，不希望香港衰落。違法佔領將非法
說成合法，令大家腦袋出現好多問號，更令香
港變成非法治社會，奉公守法的市民難免感到
非常失望。」
她指出，「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的

「還路於民 恢復秩序 維護法治」簽名大行動，短短三日
間已經獲得80萬個簽名支持，說明違法「佔領」不可能代
表普羅大眾。浙江省婦聯支持警方依法辦事，盼望特區政
府及警方盡早依法解決「佔領」問題，盡快清場「還路於
民」。
陳思紅強調，「長期的違法『佔領』，已令好多香港人
失去耐性。由於家長與子女取態不同，令大家好多時候在
家亦要迴避討論。又有不少會員丈夫是警察，令會員感到
非常擔心。反觀『佔領華爾街』運動，你會發現香港警方
相較外國警方有較高容忍度。穩定是香港長期的基石，浙
江省婦聯再次希望特區政府及警方盡快清場，避免香港經
濟持續受衝擊。」

■ 黎 棟 國
指，警涉打
人案件由專
責特別調查
隊進行刑事
調查。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