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會示威區最快下周一清場
行管會研對策或召警協助 卅餘議員同意申禁制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金鐘
「佔領區」順利清場，消息指特區政
府明年1月會展開第二階段政改諮詢。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認為，「佔
領」行動對改變全國人大常委會政改
框架已經沒有作用，建議反對派改為
要求特區政府承諾2020年取消功能組
別，換取考慮通過政改方案。

指「佔領」行動無太大影響力
持續逾兩個半月的違法「佔領」曲
終人散，但政改框架完全未有動搖。
反對派議員中唯一沒有參與「佔領」
的湯家驊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指，政
治上沒有絕對的對或錯，政治只講效
果，「如果最初『佔中』的理念是防
止人大常委會『落閘』，從此角色
說，（『佔領』）就不是太有影響力

的運動。」
湯家驊說，反對派在政改問題上犯

了一個錯誤，是太過聚焦2017年普選
特首，卻忽略了立法會，「特區政府
及中央政府都認為普選特首會影響到
國家主權及安全問題，既然如此，我
們是否應把目光轉移到取消功能組
別？」他說，如果在這方面取得一點
成就或尋求到共識，對香港可算是有
一點交代。
因此，他建議反對派改變叫價，如
果特區政府承諾2020年取消功能組
別，反對派可以考慮支持2017年政改
方案。他又強調，單靠數位議員「轉
軚」支持政改方案，對整體社會來說
沒有說服力，而他至少要有民主黨和
公民黨的支持，才會考慮投票支持政
改方案。

湯家驊倡反對派改「叫價」尋政改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警方前日

在「佔鐘區」成功展開清場行動，平息「佔
中」風波，「學民思潮」黃之鋒昨日承認
「佔中」沒成果。不過，「雙學」作為事件
始作俑者之一，仍然死心不息，清場後仍聲
言不排除密謀捲土重來，甚至「武裝抗
爭」，破壞社會秩序，被網民狠批與民為
敵。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前日清場時

並無出現「佔鐘區」被捕，昨日得以接受
一個電台節目訪問。他在節目中承認，行
動沒得到階段性成果，特區政府在政制問
題上沒有讓步，但他聲稱「佔領行動」不
會因金鐘清場而結束，明年政改第二輪諮
詢期間很大機會再有「公民抗命」，包括
「佔領」行動。他謂汲取「佔領」經驗
後，今後抗爭會更機動，亦不再和特區政
府打消耗戰或持久戰。

學聯擬社區推不合作運動
學聯方面則預計可能出現不同路線抗爭，

包括「武裝抗爭」。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前日
在清場時被捕，他昨晨離開警署時表示，學
聯一定會杯葛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如不撤回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政改的決定，政府
不修改政改方案，相信方案會被立法會否
決。他還稱，未來半年不排除在社區發動
「不合作運動」甚至更大規模的行動。學聯
常委張秀賢亦謂，未來策略會調整，要讓特
區政府直接感到壓力。
戴耀廷指，政府前日清場不代表政改問題

解決，聲稱若有關問題得不到妥善處理，相
信下一波不同階段都會出現「佔領」手段以
外的抗爭行動。
黃之鋒昨日聲稱，明年不排除捲土重

「佔」，迅即激發大批網民強烈不滿。網民

「siuroy123」直斥黃之鋒「死唔斷氣」，
「『佔中』剛結束，他又再次煽動暴民反中
亂港。」網民「ok3」坦言：「黃之鋒怎會甘
於寂寞。」

葉劉批黃之鋒背棄戰友
黃之鋒和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前日並未

「共同進退」被捕。前保安局局長、行政會
議成員葉劉淑儀昨日批評黃之鋒拋棄戰友，
違背「公民抗命」及無畏無懼精神。黃之鋒
則死撐指成員有不同分工，稱一同被捕會影
響組織運作，被指摘學生不瞻前顧後。岑敖
暉亦在電台節目辯稱並非離棄成員，當日是
負責處理成員被捕後續行動及到警署聲援被
捕人士。學聯常委羅冠聰昨晨獲釋後，下午
則提到在事件中感到有些人是「在最後一刻
留守」，而非「留守到最後一刻」，暗諷反
對派內有人只懂抽水。

揚言抗爭更機動 黃之鋒亂港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金鐘「佔領區」之後，立

法會示威區最快下星期一亦會清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

表示，行政管理委員會最快在下星期一開會，研究相應處理

方法，最快會在會議後採取行動，需要時會要求警方協助。

他又指，截至昨早已有30多位立法會議員同意申請禁制令，

但認為申請禁制令亦需公帑及時間，故有必要時才會入稟。

金鐘「佔領區」順利完成清場工作，立法會示威區成為「佔領」者餘
下的據點。金鐘清場當晚更多了一批人來立法會示威區紮營。現時

立法會示威區內除了還有十多個帳幕外，對出廣場位置還有大大小小約
三十個帳幕。
曾鈺成昨日指出，立法會示威區被長期佔領，造成安全和衛生問題，
妨礙議員出入，堵塞了緊急汽車通道，亦阻礙了其他市民使用示威區。
他又表示，金鐘「佔領區」清場後，立法會示威區和廣場，仍有「佔
領」者及相當數目的帳篷，行政管理委員會最快在下星期一開會，研究
相應處理方法，最快會在會議後採取行動，需要時會要求警方協助。

籲「佔領」人士周末離開
他指秘書處曾和「佔領」者接觸過，口頭勸喻他們離開，但他們不願
意，部分人到晚上又重返現場。他並呼籲「佔領」者周末盡快離開，表
示如果立法會職員再度嘗試及勸喻「佔領」者離開不果又遇到反抗，職
員安全受威脅，就會報警求助。被問到若警方協助會否引發拘捕行動，
曾鈺成則指不清楚「佔領」者有沒有觸犯其他法例。

申禁令費時 有必要才入稟
行管會早前討論是否就立法會大樓對開添美道，以及立法會示威區和
立法會廣場申請禁制令，清除逗留人士，曾鈺成表示至今收到50名議員
回覆，當中30多人贊成。不過他認為，考慮到警方昨天清場後，停車場
出入口已可通車，申請禁制令亦需公帑及時間，有必要時才會入稟。
行管會委員、民建聯議員葉國謙就呼籲仍留守立法會示威區的「佔
領」者，利用今明兩天執拾個人物品盡快離開，因為他們已影響他人到
示威區的權利。如果「佔領」者不肯離開，首先應由立法會保安作出勸
喻，再不離開便有需要尋求警方協助。
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表示，反對派反對立法會尋求

警方協助清理示威區，因為是「政治不正確」，希望透過協商解決問題，
並會派出民協馮檢基、公民黨陳家洛及新民主同盟范國威與「佔領」者溝
通。
行管會委員、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亦指，「佔領」者已違反行管
會使用示威場地的權利，但如果警方進入立法會範圍清場，與立法會作
為民意基礎的形象相違背，因此希望在下星期一前透過協商解決問題，
包括建議「佔領」者騰出行車通道讓物資進入立法會，並解決示威區的
衛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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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佔中後援會」昨晚以
「報佳音」為名，號召示威者
在銅鑼灣和尖沙咀的商場外唱
歌辱警，又企圖阻塞街道，警
方出示黃旗警告。
約30名人昨晚響應「佔中

後援會」號召，在尖沙咀一
個商場外唱歌， 指要爭取
「真普選」。他們戴上聖誕
帽，部分人穿上牧師袍，重
新為聖誕歌填詞，以諷刺警
察和號召人「購物」。他們
在昨晚9時前離開尖沙咀轉
往銅鑼灣「佔領區」，從
「佔領區」起步行至時代廣
場。至晚上10時30分，警
方出示黃旗警告，「報佳
音」團祈禱後和平散去。
「人民力量」成員「快必」
譚得志參與該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金鐘「佔領
區」順利清場，但「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及
反對派仍死心不息，繼續煽動「不合作運動」
亂港。有政界人士批評，「佔中」有破壞、無
建設，再搞「不合作運動」只會進一步撕裂社
會，奉勸反對派平心靜氣，為當前困局尋找出
路。另外，田北俊昨日透露，自由黨傾向支持
政府的政改方案。

梁美芬：戴耀廷不識政治盲撞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她促請「佔領」行動發起人不要再呼籲市民參與
不交稅、不交租等「不合作運動」，這樣做只會
撕裂社會，帶來的心理傷害是無可挽救，連民粹
社會都不如。梁美芬又點名批評戴耀廷，完全不
識政治，處於「興奮狀態」，奉勸反對派冷靜，

不要「亂來盲撞」，將政改「撞埋牆」。

林建岳：激進抗爭持續勢成水火
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表示，非法「佔中」嚴重
破壞香港秩序，市民不便飽受困擾，但政府及社會應
該反思，聆聽年輕一代心聲，否則任由激進抗爭行動
持續下去，恐怕只會勢成水火，對政改無幫助。
林建岳認為，盡快恢復法治權威、修補社會裂痕和

繼續推進政改進程，都是香港未來重要工作。期望建
制派和反對派平心靜氣，跨越黨派矛盾，攜手為當前
困局尋找出路。同時期望年輕人善用創意及香港優勢，
一齊推動香港政制、經濟和民生向前發展。

田北俊：自由黨撐政府政改方案
田北俊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很高興金鐘

「佔領」行動能夠和平解決，市面恢復正常，相信

「佔領」結束後，香港經濟很快恢復。但關注立
法會「不合作運動」才剛開始，希望政府盡快與
反對派溝通，解決管治問題，同時應多與不同人
士會面，了解他們對政改的意見。他稱自由黨傾
向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因為若果政制原地踏
步，維持由1200名選委投票，並非大家想見。

王卓祺：美妖魔化中國策「顏色革命」
另外，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在一論壇上指

出，「佔領」行動是美國重返亞洲的其中一項行
動，想要帶領做「顏色革命」，試着妖魔化中
國。同時，香港的部分年輕人對中央政府存負面
思想及感到恐懼，因此表現得十分對抗。他又批
評香港政治精英在當今政治環境中，大多因怕做
錯而採取不回應的態度，令輿論變得越滾越多，
最後變成「慢幾拍」，令政府處於弱勢。

政界批不合作運動撕裂社會

■曾鈺成呼籲「佔領」者周末盡快
離開，表示如果立法會職員再度嘗
試及勸喻「佔領」者離開不果又遇
到反抗，職員安全受威脅，就會報
警求助。 梁祖彝 攝

■「佔中後援會」昨晚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報佳音」，附近購物區大混亂。
曾慶威 攝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昨日發表的談話，不僅表明
了中央充分肯定並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和警方依法處
置違法「佔中」的態度，而且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在
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內落實普選。對於不得人
心的違法「佔中」，香港社會各界確有必要以此為
鑒，準確理解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依法落實普選。

中央早就指出「佔中」的違法性質，並一再表達
堅決反對的態度。自9月28日「佔中」爆發以後，
中央即時發出強烈訊號：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
置違法「佔中」，決不向違法「佔中」妥協。11月
9日，梁振英特首在北京出席APEC會議，其間獲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習近平主席不僅重申中央對
港三個「堅定不移」，而且充分肯定梁特首、特區
政府及警隊的工作。習主席還在11月11日中美兩
國領導人聯合記者會上明確指出，香港「佔中」是
違法事件，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置，維護香港
社會穩定，保護香港市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可
見，中央一早就將「佔中」定性為違法活動，旗幟
鮮明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置。

違法「佔中」的要害是挑戰「一國」，是一場不

折不扣的「顏色革命」。「佔中」的目的就是企圖
推翻人大決定，讓外部勢力的代理人藉「公民提
名」「出閘」，奪取香港的管治權，架空中國對香
港的主權，將香港變成外部勢力顛覆中國內地的橋
頭堡，危及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港澳辦發
言人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以此為鑒，冷靜思考，進一
步準確理解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

違法「佔中」嚴重損害香港的社會秩序、經濟民
生、民主發展和法治根基，加劇政爭，撕裂社會，
阻礙政改向前。經過「佔中」一役，香港市民更應
對類似「佔中」的違法抗爭提高警惕，更珍惜法治
和準確理解法治精神，明白民主發展絕對不能脫離
法治，否則將令香港陷入無法無天的災難之中。港
澳辦發言人重申，中央政府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支持香港特區依法推
進民主進程。香港社會各界應該在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框架內，理性務實討論，廣泛
凝聚共識，繼續按照「五步曲」法定程序開展下一
階段的政改工作，共同努力實現在2017年由一人
一票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目標。

中央充分肯定支持依法處置「佔中」
立法會財委會昨日終於表決通過撥

款擴建打鼓嶺堆填區。一波三折的
「三堆一爐」計劃，終於完成第二階
段的撥款申請。必須指出的是，反對
派議員在立法會的「拉布」及「不合
作運動」，令堆填區等民生工程被迫
滯後，導致工程成本飆升，浪費巨額
公帑。反對派議員須停止這種損民利
益的「不合作運動」。

「三堆一爐」是社區必需的基建設
施，香港已面臨「垃圾圍城」的窘
況，亟待通過擴建堆填區撥款，以解
燃眉之急。但是，反對派議員為了政
治私利，一再運用「拉布戰」，拖延
阻撓「三堆一爐」計劃。受「拉布」
所累，上周通過的將軍澳堆填區工程
撥款，工程成本在半年間由原本接近
20億增加至21億。早前有民調顯示，
多達82%的受訪者擔心「拉布」令工程
造價上升。可惜，反對派不顧公帑損
失，對民意置若罔聞，在擴建打鼓嶺
堆填區的撥款問題上繼續「拉布」。

反對派議員共提出40多項修正案，並
多次要求休會 ，千方百計拖延時間。
「拉布」導致虛耗公帑、費時失事，
「埋單」的還是廣大市民。反對派議
員置經濟民生及香港未來發展於不
顧，完全是與民為敵。

經過「佔中」一役，反對派議員更
掀起「不合作運動」，將立法會當作
狙擊政府、癱瘓管治的工具。金鐘完
成清場，「佔中」落幕，有反對派議
員揚言，全面啟動「不合作運動」，
連財政預算案也不放過。議員作為民
意代表，當以民為本、以民為先。但
反對派議員為了政爭，不惜犧牲市民
利益，拖累整個社會的經濟民生發展
大計。香港社會經得起多久的內耗？
「拉布」和「不合作運動」一日不
停，香港一日「流血不止」。反對派
議員一意孤行，將民生議題政治化，
已經引致天怒人怨，成為眾矢之的，
在未來的選舉中，一定會被選民以選
票狠狠還以顏色。

民生議題政治化禍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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