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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佔中」行動中，《華爾街日報》、《紐約時
報》等西方傳媒，不但在報道立場上極盡偏頗之能
事，更多番造謠抹黑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甚至連維
持法紀的警方也成為其針對的對象，充分暴露了《華
爾街日報》等西方媒體甘當外國勢力「心戰」平台的
不堪面目。現在「佔中」已經開到荼蘼，羞恥地落幕
已經成為了唯一結局。但《華爾街日報》仍然繼續其
拙劣表現，繼續為配合反對派上竄下跳。

《華爾街日報》扮演不光彩角色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25日就發表了題為《中國政

府設法化解香港公眾的不滿》的報道，引述「知情人
士」稱：北京的顧問和官員們將重點放在將於2017年

選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上，「他
們考慮調整該委員會的構成」。報道同時稱，這不代
表讓步甚至妥協，而應被視為「8·31決定」的澄清。
《華爾街日報》以所謂「消息人士」的消息寫出這樣
一大篇報道，當中的內容不但毫無證據，更違反了一
般常識，明顯是一篇杜撰的報道。固然，這種報道出
現在《華爾街日報》並不鮮見，不少人更已見怪不
怪，但在「佔中」已經奄奄一息，而政改第二輪諮詢
又在積極準備的前夕，出現這樣一篇報道顯然不是偶
然為之，而是反映外國勢力以及反對派的下一階段部
署。

「巧合」的是，在這篇報道出街之後，反對派政客
隨即全力響應，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重點保護」

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日前在報章撰文批評
「提委會按照現時選委會組成方式組成，候選人過半
數支持，均明顯違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提委會要有
『廣泛代表性』及選舉辦法要『循序漸進』的原
則。」類似言論也見諸其他反對派政客之口。《華爾
街日報》的論調與反對派「心有靈犀一點通」，說明
他們是有計劃地在第二輪政改諮詢前出招，企圖針對
提名委員會構成發動輿論攻勢。

《華爾街日報》報道指中央「考慮調整提名委員會
的組成，務求更能代表香港市民，特別是泛民主派的
陣營」，正正暴露出外國勢力及反對派的圖謀。他們
已經知道「佔中」威脅不了中央，唯有採用改變提委
會構成的手段達到其目的。所謂令提委會更能代表反
對派陣營，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說穿了，就是
要確保反對派代表必定能在提委會「出閘」，並且問
鼎特首大位，對準的是香港的管治權，這也是所謂
「雨傘革命」的真正目的。

政改依法辦事 突破人大決定只徒勞
然而，外國勢力及反對派的圖謀注定是竹籃打水一

場空。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的決定，特首普選
的提名委員會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現
行選舉委員會規定。現行的選委會由1,200名來自四大
界別的人士按同等比例組成，四大界別下再分成38個
界別分組。這一規定體現了基本法規定的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的立法原意。提名委員會按照目

前的選舉委員會組建，既是香
港基本法有關規定的要求，也
是行政長官普選時體現均衡參
與、防範各種風險的客觀需
要。人大決定已經就提名委員
會的構成、比例、安排定下了明確的框架，這個框架
不但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而且符合香港的整體利
益。反對派及《華爾街日報》竟指中央考慮調整提委
會構成，以「更能代表反對派陣營」，根本是製造謠
言，只是他們的痴心妄想。

政改必須正本清源，依法辦事。全國人大常委會本
着對國家、對香港高度負責的精神，在香港民主制度
發展的重要時刻作出的重大決定，是一個合法、合
理、合情的決定，是一個莊嚴、審慎的決定，其法律
效力不容置疑。第二輪政改諮詢絕不可能超出人大決
定，更不可能出現為反對派「度身訂造」的安排，只
會在香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基礎上討論具體的技術
細節，《華爾街日報》和反對派造謠提委會構成，企
圖突破人大決定不過是痴人說夢。包括立法會議員在
內的社會各界人士，不應再浪費時間作無謂而耗時的
爭論，應理性按照人大決定凝聚共識落實普選。如果
因為少數人阻撓而不能如期落實普選特首， 立法會普
選亦會推遲。假如2017年原地踏步，香港錯過的不只
是一次發展民主的機會，而是會令香港產生更多政治
爭拗，無法把精力放在經濟及社會發展上。香港可能
錯失的發展機遇，是不可能再來的。

《華爾街日報》造謠改變提委會構成 圖突破人大決定
在香港「佔中」行動中一直扮演不光彩角色的《華爾街日報》，日前又再引述所謂消息人

士指，「北京正探討如何回應佔領人士對行政長官選舉的訴求，中央官員考慮調整提名委員

會的組成，務求更能代表香港市民，特別是泛民主派的陣營」云云。很明顯，《華爾街日

報》又再造謠，目的就是要在特區政府啟動第二輪政改諮詢之前，配合反對派發動輿論攻

勢，將政改矛頭對準提名委員會構成，妄圖突破人大決定，確保反對派代表能夠「出閘」。

然而，人大決定已經明確了提名委員會「按照」現行的選舉委員會組成，提委會的構成、比

例、安排已經有了明確框架。政改必須正本清源，依法辦事，第二輪政改諮詢絕不可能超出

人大決定，更不可能出現為反對派「度身訂造」的安排，《華爾街日報》和反對派造謠改變

提委會構成，企圖突破人大決定不過是痴人說夢。

在旺角的「清障」行動中，多
名示威者因阻撓警方行動被捕，
當中包括「學民思潮」召集人黃
之鋒以及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等
人。他們煽動示威者對抗法庭禁制
令，已經觸犯了藐視法庭罪，將
他們拘捕並落案檢控是彰顯法治
尊嚴。然而，這邊廂「雙學」及

激進派人士相繼違法被捕，那邊廂「佔中」發起人
戴耀廷卻到處游說各反對派政黨團體陪他一同自
首，意圖製造法不責眾的「護身符」。但不少團體
卻看穿戴耀廷用心，對自首建議嗤之以鼻，唯獨民

主黨因為早前簽了「佔中意向書」，無奈之下唯有
交出蔡耀昌等人「陪斬」。戴耀廷機關算盡，故意
選最輕的參與非法集會罪自首，但上到法庭能夠由
他話事嗎？最終等待着戴耀廷等自首者的，將是組
織非法集會，甚至是煽動暴亂等重罪。戴耀廷拉人
「陪斬」固然是厚顏無恥，但陪他去死的人更加是
愚不可及。
旺角的「清障」行動成功令多條被「佔領」的路

段重新開通，警方在事前的精密部署，行動中的果
斷執法，顯示了警方的執法意志。然而，在旺角爆
發混戰之時，「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又去了哪裡？
原來他正在風塵僕僕四處游說反對派政黨團體跟着

其自首行動，日前更到了民主黨總部意圖說服民主
黨成員與他一起自首云云。此前，他已經與「學民
思潮」、學聯開會討論有關問題，但卻被全數回
絕，吃了悶棍。原因是「雙學」認為戴耀廷的自首
計劃是為了退場，但他們卻沒有收手之意，所以怎
會聽從戴耀廷建議？而在反對派政黨之中，公民黨
狡猾如狐，從來沒有表示過自首，也從來沒有簽過
任何「佔中意向書」，現在「佔中」已經「爛
尾」，還想公民黨「找數」？
戴耀廷的算盤是，盡可能拉多一些人自首「陪
斬」，不但可以製造所謂「逼爆警署」、「逼爆法
庭」之勢，更可達至所謂法不責眾，如果有幾千人同
時自首，法庭未必能夠應付，隨時對他們從輕發落，
這樣戴耀廷就可以過骨。所以，他當前首務就是要煽
動盡可能多的人去自首，目的就是為了脫罪。但大多
數政黨團體卻不以為然，最終戴耀廷想到了民主黨，

因為民主黨在「佔中」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就是在
「三丑」監誓下簽署了「佔中意向書」。這樣，戴耀
廷就有了理由去逼民主黨一同自首，民主黨又再一次
吃了大虧。
不要忘記，下年就是區議會選舉，民主黨是反對

派區選龍頭，地區樁腳眾多，如果大批黨員去自
首，需要應付長時間的法庭聆訊，甚至是留下案
底，下年還如何選？蔡耀昌等已明言不再參與，自
首也罷了，其他黨員養家餬口都靠一份議員薪津，
失業怎麼辦？而且，戴耀廷一直強調自首罪名是參
與非法集會。但誰都知道，戴耀廷是整場「佔中」
的組織者、發動者、煽動者，他的罪名是組織非法
集會，煽動暴亂，罪行極為嚴重。如果與他同時自
首，等於就是戴耀廷的「合謀共犯」，罪名肯定不
是戴耀廷所說般罰款千五元了事。一同自首的人有
想過嗎？

戴耀廷拉人「陪斬」靠害民主黨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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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灝玄接任財庫局常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特區政府昨日

宣布新一輪高層官員調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常任秘書長黃灝玄將於下月30日
出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財經事
務)，接替服務政府32年後退休的區璟智；旅
遊事務專員容偉雄將於下月27日出任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工商及旅遊)常任秘書長；特區駐北
京辦事處主任朱曼鈴將於下月22日出任旅遊事
務專員，而現任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傅小慧明
年1月21日接任駐京辦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為更好防止及處理特首涉及的潛在
利益衝突的問題，「防止及處理潛
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於
2012年發表報告並提出36項建議。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特
區政府已經落實報告內超過一半建
議，包括修訂《政治委任制度官員
守則》，及接受利益和款待的規管
制度等作出建議，未來會繼續積極
跟進餘下的建議，並會盡快完成有
關研究並諮詢立法會。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在立法會

提出質詢稱，「防止及處理潛在利
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發表報告
至今已超過兩年半，當局仍未向立
法會提交修訂《防止賄賂條例》建
議，要求特區政府交代有關時間
表。
林鄭月娥昨日在書面回覆時指

出，委員會於2012年5月提交報告
報告，合共提出36項建議，建議涵
蓋幾大範疇，包括修訂現行適用於
政治委任官員的《守則》，及接受
利益和款待的規管制度、就特首遵
守《守則》內相關條文及適用於行
政會議成員的利益申報制度等事宜
作出建議，及將《條例》擴大適用
範圍至行政長官。

盡速完成研究諮詢立會
她續說，現任特首在報告發表當

日，已表示原則上認同報告的建
議，並會就各項實質建議考慮如何
跟進落實，而就有關《條例》的修
訂建議，由於建議涉及憲制、法律
和運作層面，以及可能對現行《條

例》造成影響，特區政府需要謹慎處理，詳細
研究及作通盤考慮，「政府會盡快完成有關研
究，然後諮詢立法會。」
林鄭月娥指出，特區政府已經落實報告內超
過一半的建議，包括修訂《守則》，就處理政
治委任官員涉及利益衝突和接受利益和款待等
事宜作出規定，及就有關事宜訂立指引，並會
繼續積極跟進餘下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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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港韓合作領域
盼擴雙邊貿易

未登記選民 青年多長者逾倍

梁振英昨日展開訪韓行程，拜會了韓國總統朴槿惠，
又與韓國外交部長官尹炳世及韓國未來創造科學部

部長崔陽熙會面，及參觀了一間推廣流行音樂和文化的
娛樂公司，鼓勵韓國製片家與香港合作夥伴聯合製作電
影，透過《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的優惠待遇進入中國內地市場。
梁振英昨日發表題為《促進香港和韓國的多方位合作
和交流》的網誌。他指出，此行能與韓國總統及多位韓
國官員會面，這個安排凸顯了韓國政府對中韓關係以及
香港特區和韓國經貿關係的重視。

國家國際地位升 港明顯得益
梁振英強調，國家的國際地位提升，香港特區也明顯
得益，藉此次訪問，希望與韓方開拓更廣闊的經貿合作
和文化交流，發揮香港作為內地與世界各地超級聯繫人
的獨特角色。
他在與朴槿惠總統會面時，也提到國家和韓國完成洽
談自由貿易協定，而香港的商品及服務貿易十分興旺，
期望將來香港與韓國在雙邊貿易有進一步擴大的空間，

共同發掘互惠互利的新合作領域。

盼韓星節假來港促進交流
梁振英又指，香港年輕人對韓國的演藝人十分欣賞，

希望日後在重要的節假日，能安排來香港表演，促進兩
地演藝文化交流。

簽港韓創意產業備忘錄
梁振英並總結了昨日訪問的3個焦點：一是締造機會，
加強兩地年輕人的交流；二是韓國對香港能在金融和法律
服務發展到今天的規模和水平很感興趣；三是簽訂香港和
韓國創意產業合作諒解備忘錄，推動兩地的交流和合作。
備忘錄涵蓋多個創意產業範疇，包括廣告、建築、設計、
數碼娛樂、電影、音樂、電視、印刷及出版等。
梁振英指出，香港和韓國關係密切，據資料顯示，就讀
於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韓國學生2013/2014
學年有700人，較2010/2011學年的200人，激增2.5倍。
韓國是香港的第六大貿易夥伴及第四大旅客來源，韓國訪

港旅客較去年增長20%，港人訪韓人數同期亦增長50%。

讚韓創科產業發展 港可借鏡
梁振英讚揚近年韓國的創意產業、高科技產業發展神

速，令韓國經濟結構更健全、更具活力，韓國的創意及
科技產品，風靡全球，這一切和韓國政府設立專門機構
銳意推廣，大有關係，相信其中有很多值得香港借鏡的
地方。

冀立會議員速完成創科局撥款
他並強調，香港的創新及科技局已於10月29日獲立

法會大會通過成立決議案，只要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
撥款便可投入服務，業界對此翹首以待，期望立法會議
員能配合，盡快完成撥款審議。
梁振英今日繼續訪韓行程，包括參觀東大門設計廣

場，出席午餐會活動與當地政商界領袖會面，又會與韓
國文化產業振興院院長洪相杓會面，及參觀三星創新博
物館，他在結束行程後於晚上返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昨日在首爾展開首次官式訪問韓國的

行程，其間拜會了韓國總統朴槿惠及參觀當地文

化娛樂公司，他期望將來兩地在雙邊貿易有進一

步擴大空間，共同發掘互惠互利的新合作領域。

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亦藉此行，同

日與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部長金鍾德，在首爾簽

訂創意產業合作諒解備忘錄，包括廣告、數碼娛

樂、電影等多個產業範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區議會選舉將於明年舉
行，特區政府數字顯示，本港今年合資格選民人數為
477萬人，比去年增加約3萬人。截至今年7月，未登記
的合資格選民人數有約127萬人，其中年輕群體未登記
人數多於未登記長者逾一倍。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書面質
詢，關注全港合資格登記選民和按區議會劃分的已登記
和未登記選民數字情況。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書面回覆中指出，選舉
事務處是以政府統計處的香港人口估計數字為基礎，並
參考領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人數，以估算合資格
登記為選民的人數。據此，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合
資格登記選民人數分別約為471萬、474萬和477萬。
他續說，2014年的數字是根據選舉事務處按照政府統
計處以去年12月31日為止提供的香港人口估計數字為基
礎。不過，政府沒有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選民登記數目。

127萬人未登記 可左右政局
根據當局提供的資料顯示，選舉事務處截至今年7月

已登記選民人數約為351萬人，登記率為73.5%，合資格
但未登記為選民的人數約為127萬人。其中，66歲或以
上的未登記選民約有25萬人，其中女性有約16萬人，多
於男性約6萬人。18歲至40歲的年輕群體中，則約有58
萬人未登記，其中男性有約33萬人，女性有約25萬人。
政界人士預計，本港有大量合資格選民尚未登記，足以
左右本港政治形勢，這兩個年齡層將為各主要政黨力爭
登記的選民群體。

■梁振英拜會韓國總統朴槿惠。 路透社 ■梁振英（左）拜會韓國外交部長官尹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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