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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說，日
前金鐘清場只是現階段抗爭完結，不
代表政改問題已解決，相信未來或出
現不同形式抗爭，又指「客觀現實
上」有部分市民期望以激進方式爭
取，若政府仍不回應市民真普選訴
求，「有可能發生暴動」。戴耀廷重

申，自己不想兼不會策劃引致暴動的抗爭行動，日後
和平「佔中」可能會舉行全民投票。
戴耀廷又再危言聳聽，但他講了等於冇講。這個

世界有好人，有壞人，關鍵在於好人多，還是壞人
多，若好人比壞人多出很多，壞人便不足以成為氣
候，邪不能勝正。經過今次「佔中」事件，大家都

知道，以激進方法去脅迫政府就範完全「冇市
場」，不僅未能絲毫動搖政府落實普選的決心，還
令自己大出洋相，在「佔中」這塊「照妖鏡」面
前，反對派原形畢露，他們顛覆政府不成，反而被
揭很多鮮為人知的黑幕。
當中包括李卓人、何俊仁、李永達等在內的反對派

政客多次收受「黑金教主」黎智英金錢數以千萬，以
及美國民主基金巨款，醜事被揭發後，他們直認不
諱，還厚顏「自爆」，黎智英指自己不是「省油的
燈」，指明「畀得錢佢哋」，當然要「提供意見」
啦，而李永達則指黎智英個人「很急」，試過一小時
內call他13次。「黑金教主」黎智英支配反對派政客
策動「佔中」證據彰彰明顯。

至於李卓人則被揭曾暗收黎智英150萬，到被踢爆
後只得面懵懵承認，死撐是「袋住先」，他主理的職
工盟亦被踢爆多年來收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合共1,300萬元捐款，當中不少部分指明要用
於「佔中」項目。
而「戴丑」及朱耀明則被揭以不明來歷金錢多次向

港大作出捐獻達 145 萬，從而支配「民調」結果
（「佔中」民調被揭涉嫌造假，其公布的數字與電訊
公司公布的數字相差10萬之巨），藉此製造明顯與香
港基本法相違背的三個所謂「建議」，繼而發動違法
的「佔中」行動。
及至「佔領」期間，反對派亦醜態百出，「佔中三

丑」最早策動「佔中」，但最先「棄械投降」的，亦
是他們三個，「雙學」頭目頻頻發動攻勢，但自己則
退居二線「安全地帶」。至於平日多多意見的反對派
議員，在「佔領」期間不是靠邊站，便是充當不痛不

癢的「二打六」角色，但到了「鐘極清場」時，他們
卻不約而同地坐於禁制令範圍以外做其「博拉」騷。
反對派頭目只懂不斷「出口術」蠱惑人心，以及煽動
群眾充當「死士」，自己則退居二線「明哲保身」，
他們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卻不負責任，視市民為政治
工具。
「佔中」事件不得民心，各大民調結果反映以激進

方式爭取民主是完全「冇市場」。惟戴耀廷死心不
息，執意為之，搞其所謂「全民投票」，無非是想故
技重施，再一次操控「公投」結果，以期達到顛覆政
府的陰謀，「戴丑」深知這自己「精人」出口，自然
便有「笨人」（即市民）出手，所以他才說「自己不
想兼不會策劃引致暴動的抗爭行動」。惟經過今次
「佔中」事件之後，市民已清楚明白「邊個係人，邊
個係鬼」，「戴丑」雖然死心不息再想「搞搞震」，
但其奸計恐怕難以得逞了。

「戴丑」危言聳聽煽動暴亂 美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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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專業文明素質獲市民認同
「佔中」行動持續兩個多月，警方日以繼夜工作，肩

負維護法治、保持秩序的責任，屢屢遭到示威者武力衝
擊，被「佔中」支持者惡意攻擊，連家人親友亦受牽
連。不過，即使在身心疲累的困難狀況下，警方依然盡
忠職守，盡最大努力有效控制局面，成功防止香港淪為
無政府狀態。「佔中」爆發以來，曾發生多次大規模示
威抗爭，有時雙方對陣人數成千過萬，並無出現重大傷
亡，足以證明警方的執法有理有節，運用武力恰如其
分，實在難能可貴。香港警方執法的專業文明，全港市
民看得清清楚楚，得到各界一致讚賞和認同。

「佔中」搞手不擔刑責難謝罪天下
「佔中」破壞法治，破壞社會安寧，影響經濟發

展、市民安全和生計，禍害青年學生，使香港成為暴

戾之都、動亂之都，後果非常嚴重。其中，組織、策
劃、資助及煽動參加違法「佔領」行動的人，涉嫌違
法性質最為嚴重。根據香港法律，這些人涉嫌觸犯多
條嚴重的罪行，包括串謀、煽動、協助、教唆、慫使
或促致犯罪、協助犯罪及企圖犯罪、藐視法庭等。 另
一方面，「佔中」導致香港各行各業和市民蒙受巨大
經濟損失。據學者測算，「佔中」發生以來，保守估
計造成的經濟損失3,500億元，相等於平均每名港人承
受了5萬元的損失。事實上，「佔中」令許多商戶和市
民蒙受經濟損失，受影響人士要向「佔中」搞手追討
經濟損失，既是賠償市民的損失，也是要讓搞事的人
付出代價。從違法「佔中」行動造成的巨大災難來
看，「佔中」行動的組織、策劃、資助及煽動者難辭
其咎，不承擔刑責不足以謝罪於天下。

「佔中」搞手及一眾反對派政客曾大言不慚地說願意
負起法律責任，但如今「佔中」以失敗告終，他們出爾

反爾、玩弄法律，借「自首騷」、「被捕騷」逃避法律
責任，對自己所犯的罪責輕描淡寫，根本沒有認罪之
心，反而以勝利者的姿態大肆鼓吹「公民抗命」，一方
面將自己塑造為「民主鬥士」，逃避刑責；另一方面，
繼續顛倒是非、誤導市民，為策動下一場違法亂港行動
埋下伏筆。有「佔中」搞手已經恐嚇，如果香港沒有所
謂「真普選」，未來不排除會「武裝起義」，「出現暴
動」。政府明年推出政改第二階段諮詢，立法會討論表
決政改方案時，反對派極可能再度發難，類似「佔中」
的違法暴力抗爭將死灰復燃。

可見，任由「佔中」搞手逍遙法外，等同變相鼓勵更
多示威者不必顧慮後果，更放肆地破壞法治、擾亂社
會。執法機構絕不能輕輕放過違法亂港的「佔手」搞
手，必須依法將「佔中」搞手繩之以法，令其付出應付
的代價。 唯有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才能彰顯法治、伸
張正義，以儆效尤，防範違法暴力抗爭氾濫成災。

「不合作運動」損害香港須制止
「佔中」不僅令經濟民生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更嚴

重破壞港人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眾所周知，香港能够
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都會，良好法治是最重要的優
勢。但是，自「佔中」爆發以來，種種衝擊法治的言論
甚囂塵上，有法律學者、律師，公然煽動毋須遵守法庭
命令，鼓吹「違法後承擔後果便不算損害法治」的歪
論，導致「佔中」過程中漠視法庭命令、抗拒警方執法
的行為層出不窮，令香港的法治遭受前所未見的衝擊，
社會對此憂心忡忡。商界人士指出，過往與國際投資者
談論來港上市及發債時，都會強調法治穩定是香港的優

點，但現時情況令他們
難以向外商推介香港。
「佔中」已影響到國際
投資者對香港的法治信
心。高等法院法官區慶
祥強調，「法治」乃最
重要的基石，帶領香港
步向文明、安全、有
序，本港所有人都應要遵守法律。對於有人聲稱違法後
承擔後果，便不算損害法治，法官直斥：「這是錯的，
也會誤導公眾，這是破壞了法治的精神。」

因為「佔中」搞手沒有受到具阻嚇性的懲罰，違法
亂港毫無成本。目前搞手們還變着花樣延續「佔
中」，包括煽動不交稅、遲交稅，延遲繳交公屋租
金、分拆支票交稅等「不合作運動」；反對派議員在
立法會內大打「拉布戰」，將民生問題政治化。不合
作運動的目的，與「佔中」如出一轍，都是以破壞香
港繁榮為手段。這股歪風不制止，香港施政寸步難
行，市民福祉將大受損害。

香港是法治社會，有法必依，遵守法律，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是法治精神的重要體現。如果有人可以所
謂「崇高理由」不惜犧牲法治，為了「崇高理由」凌
駕於法律之上，法治精神將蕩然無存，香港最重要的
優勢將消耗殆盡，這種代價是香港難以承受的。為防
止香港出現綱紀廢弛、禮崩樂壞的不堪局面，現在更
要嚴厲追究「佔中」始作俑者的法律責任，重振法治
權威，提升市民守法護法的公民意識，杜絕衝擊法治
的無窮後患。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違法亂港的「佔中噩夢」終於結束。「佔中」爆發之後，警方雖然一直備受壓力，但忍辱

負重，不辱使命，最後的清場「超順利」、「超成功」，展現了專業文明的素質，贏得了市

民的認可和讚賞。必須指出的是，「佔中」對香港經濟民生帶來嚴重衝擊，更動搖法治根

基。社會各界必須譴責鼓動學生參與「雨傘革命」的黑手。執法機構必須追究「佔中」組織

者、策劃者的法律責任。「佔中」搞手一日不受到嚴懲，法治精神一日得不到彰顯，社會正

義一日得不到伸張，「佔中」隨時可能捲土重來，香港將永無寧日。特區政府絕不能讓「佔

中」組織者、煽動者逍遙法外，任由其繼續挑戰法治、禍害香港，否則，香港最重要的法治

優勢喪失殆盡，難逃沉淪不起的厄運。

■盧文端

依法嚴懲「佔中」搞手 維護香港法治精神

鴿黨改選食老本 謀谷「兩副」入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號稱反對派「百

年老店」的民主黨，於違法「佔領」行動結束
後，昨日舉行其新一屆正、副主席選舉。鑑於
未能借「佔領」撈得政治利益，反而成為眾矢
之的，民主黨為保「命脈」，決定採取「舊瓶
舊酒」策略。現任主席劉慧卿繼續連任，副主
席則由羅健熙及尹兆堅當選。有民主黨核心黨
員直認，「佔領」者並非民主黨的支持者，為
體現「團結」精神，當初才「跟隊」參與，面
對「後佔中時代」最重要是「鞏固」支持者，
打好陣腳度過未來的「寒冬期」，不要前、後
門均「失火」。他又透露，今後，劉慧卿會退
居第二線，由兩名副主席「打天下」，為新一
屆立法會選舉鋪路。
今次民主黨主席改選，須分兩輪投票，在

第二輪投票中，劉慧卿以171票壓過胡志偉的
145票，成功連任主席。該名民主黨核心黨員
指出，今次結果為「劇本」內容，沒有太大
的驚喜，「今次『佔領』行動，民主黨做又
被人鬧唔做又被人鬧，坐在佔領帳篷內的
人，根本不是民主黨的支持者。經歷70多
天，仍然未能計算到，民主黨流失了多少支
持，故此，必須盡快展開鞏固地區網絡的工
作」。該名黨員說，「新一屆區議會選舉，
很大機會遭滑鐵盧慘敗，到時卿姐（劉慧
卿）鞠躬下台，再由新人接棒，完成新舊交
替的工作。」

該名黨員又認為，激進反對派覺得，今次「佔
領」行動，他們「袋了很多落袋」，但是，「全
部都要還，而且要怎樣還更是未知之數」。民
主黨不敢冒這個險，決定囤守自己的老本，就
是鞏固地區網絡，食一食老本，過了區議會及
立法會選舉，才再作打算。他表示，未來劉慧
卿只負責在立法會事務，其他大小事務，均交
由兩名副主席負責，目標要保送兩人進入立法
會。初步計劃一位循地區直選，另一位就角逐
超級區議會議席。因此，區議會選舉將會是一
場硬仗。
另外，眼見「百年老店」民主黨已「夕陽

西下」，過去被視為「票房保證」，現變成
「票房毒藥」，有政界人士指出，「禍港四
人幫」之首黎智英正積極尋覓「接班人」。
「民主黨已經失效，公民黨又『錫身』，初
時以為雙學（學聯、「學民思潮」）新面孔
能吸引年輕選民，但最終發現同樣『錫
身』，更完全不受控制，遇事均任意妄為，
於是肥佬黎決定另覓『賢人』。」

肥黎覓「接班人」看中何韻詩
有消息指，金鐘清障當天，肥佬黎與藝人何

韻詩被警察押到葵涌警署，「兩人整晚在警署
內『吹水』，最後，黎向何提議從政，更送了
一個頭版給她。」至於何韻詩能否如肥佬黎想
的那樣成功打入立會，則要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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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完成清場

行動，全面清除了所有在中環及金鐘
一帶的障礙物，還路於民，恢復了社
會秩序，過程中充分展現了其專業和
能力，民建聯對此表示感謝。我們要
求政府及司法機構，必須依法追究所
有組織、策劃、資助及煽動參加違法
「佔領」行動的人。我們促請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盡快停止所謂的「不合
作運動」，勿與民為敵。
警方上星期四在金鐘正式清場，歷

時75天的「佔領」行動終於落幕。
警方在清場行動中表現的專業、高
效，執法上的克制與忍讓，獲得社會
的普遍肯定和讚賞，也還了警方公
道，證明過往出現的警民衝突事件，
主要是示威者肆意衝擊與挑釁所引
起，若然示威者以和平方式表達意
見，警方絕對不會使用武力。更多市
民認清這一事實，對警隊日後繼續執
行維持治安的職務，有重大的幫助。
「佔領」行動擾民，人人喊打，警

方依法清場，正是市民所喜聞樂見。
香港是法治社會，我們呼籲所有人不
要罔顧法紀，試圖再次非法堵塞道
路，我們相信，廣大市民絕對不會接
受非法「佔領」道路事件再次發生。

在「佔領」事件中，反對派議員從
媒體的寵兒淪為「跑龍套」。為了維
持一定的「曝光率」，他們執意在議
會內發動所謂「不合作運動」，肆意
拉布，阻撓工程撥款通過。以脅持市
民福祉作政治籌碼，等同與民為敵。
凸顯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的最

典型例子，是蓮塘香園圍口岸與相關
工程的追加撥款。該工程的主體撥款
在2012年7月已獲財委會通過，會議
紀錄顯示當時反對派議員支持撥款。
今日，當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部分
工程甚至接近完工之際，反對派才橫
加阻撓，後果就是當局有可能要重新
招標，令工程造價上漲，平白耗費公
帑。

工程延誤持續 影響建造業前景
建造業界擔心，工程延誤持續下

去，不但會影響建造業前景，令新人
不願入行，小型公司亦可能因而倒
閉。若工程量因拉布而大減，勢必令
建造業工人工作機會銳減，導致過萬
人飯碗不保。
「佔領」行動不得民心，同樣，與

「佔領」行動相連的「不合作運
動」，最終亦會被市民所唾棄，奉勸
反對派議員，還是及早回頭。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佔領」行動告一段落，
特區政府積極準備明年1月啟
動政改第二輪諮詢。立法會工
業界議員林大輝昨日表示，
「佔領」行動拖延政改討論，
目前剩餘的諮詢時間短，政改
諮詢工作亦複雜艱巨，特區政
府須把握時間，全力爭取包括
反對派在內的各界認同政改方
案，特別要加大力度游說反對
派議員，避免杯葛諮詢。

籲速晤「雙學」反對派聽意見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早於

「佔領」行動爆發後翌日宣
布，基於當時的社會氣氛不利
諮詢工作，決定押後政改諮
詢。不過，林大輝認為，現時
「佔領」行動已大致結束，社
會不宜再浪費時間，反而應集
中精力做好第二輪政改諮詢，
馬上於本周展開工作，盡快約
見包括「雙學」和其他反對派
在內的各界人士，以收集和聽
取不同階層意見。此外，政府
亦須構建更多平台和渠道，讓
市民充分表達意見。
反對派及「雙學」日前聲

言在諮詢期發動對抗行動，
面對複雜的政改工作，林大
輝建議，當局可增加現有
「政改三人組」成員，邀請
更多官員參與游說和宣傳工
作，以提升整體效率和顯示
特區政府對落實普選的誠意
和決心。此外，特區政府更
需做好期望管理工作，加強
與反對派人士溝通，避免杯
葛諮詢，特別是要游說反對
派取消「不合作運動」。

李慧琼葛珮帆健明邨聯合辦開幕
袁國強陳勇張學明出席典禮

葛珮帆與李慧琼的聯合辦事處開幕典禮邀得多名
政界人士出席，當中包括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陳勇、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張學明等
（見圖）。葛珮帆在社交網站表示，「有李慧琼議
員這樣好的拍檔，相信我們可以為居民提供更好的
服務。」她又表示，特別感謝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為
我們主禮，並指和很多市民都期望司長能盡快將
「佔中」犯法人士，特別是策劃組織者繩之於法。
結束辦事處開幕典禮後，葛珮帆去了醫院探望

金鐘清場行動期間突然昏迷的警長談國倫，並且
慰問了他的家人，也轉告了市民的祝福。葛珮帆
表示，談國倫仍然在深切治療部，持續昏迷未醒
過，但他已開始靠儀器自行呼吸，有些進步，
又指談國倫臉色不是太差。
葛珮帆並轉述了談國倫妹妹的話說：「他並非

心臟病發作，可能是過勞及重感冒導致突然昏
迷，幸好兄弟們當時也在車中，第一時間做心肺
復甦直到救護人員抵達，但腦部曾經缺氧。」葛
珮帆並指，談小姐感謝大家的祝福，相信他不會
放棄。葛珮帆亦希望大家繼續為倫哥祝福、加
油、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葛珮帆與李慧琼位
於將軍澳健明邨的聯合
辦事處昨日開幕，多名
政界人士亦有出席。葛
珮帆在社交網站表示，
「有李慧琼議員這樣好
的拍檔，相信我們可以
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
務。」結束辦事處開幕
典禮後，葛珮帆去了醫
院探望金鐘清場行動期
間突然昏迷的警長談國
倫，為他打氣，並且慰
問了他的家人，也轉告
了市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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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珮帆與李慧琼位於將軍澳健明邨的聯合辦事處昨日開幕，袁國強、陳勇及張學明等出席，並
舉行切蛋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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