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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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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輪諮詢有基礎範圍 特首：夠時間完成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
領」行動潰敗告終，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指
出，「佔領」行動令社會認識到，香港要落實
2017 年特首普選，一定要根據香港基本法及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任何違法、帶有脅
逼性的行為，都不能迫使中央作出不符合香港
基本法的決定。他又指，特區政府即將展開的
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已有一定基礎範圍，相信預
留的時間足夠讓市民以理性務實方式完成政改
工作。

違法行為不能改變人大決定
特首梁振英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向傳媒
表示，過去兩個多月的所謂「佔領」行動，令
大家都認識到，香港要在 2017 年落實特首普
選，一定要根據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決定，「任何違法行為，甚至乎帶有一些
脅逼性的違法行為，都不能夠迫使人大常委會
去作出一些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的決定。我
相信經過過去兩個月的『佔領』行動，大家應
該認識到這一點。」

一人一票「是歷史性第一步」

梁振英重申，中央、特區政府和他本人都
有很大的決心和承擔，希望在 2017 年根據香
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落實特首普選，「讓 500
多萬合資格的香港選民能夠一人一票選出行
政長官，這個是歷史性的第一步。」
他又指，「真普選」就是根據香港基本法
及人大決定來落實的普選，「任何背離香港
基本法、背離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普選方
法），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亦不可能是『真
普選』。」
梁振英說，特區政府會盡快展開第二階段
政改諮詢，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今年 8 月
31 日已經作出有關香港特首普選的決定，諮
詢會有一定的基礎和範圍，故相信預留的諮
詢時間應該足夠。他期望市民在諮詢啟動
後，能以理性務實、合法合理的方式來完成
政改工作。
據了解，特區政府最快在明年 1 月 7 日的
立法會會議上，宣佈展開第二階段政改諮
■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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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諮詢文件將會嚴格根據人大決定，包括
提名委員會維持四大界別、候選人必須取得 至於民情報告，政府可能於 1 月 6 日提交行政
過半數提名等，而「入閘」門檻、提名程序 會議，並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官員親身向港
等，仍有討論空間，預計諮詢期約兩個月。 澳辦遞交。

CY發內部感謝信 讚公僕堅守崗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佔領」行動告一段落，特首梁振英
日前向公務員發出一封內部感謝信，
讚揚公務員在「佔領」行動期間堅守
崗位，再向公眾證明香港公務員是全
球首屈一指的公務員隊伍。他在信中
更特別轉達中央對香港公務員處理
「佔中」行動的讚許。
該封致公務員的信件，下款於本月
19 日由梁振英署名。梁振英在信中向
「各位公務員同事」表示，「佔領」
行動持續兩個多月，香港市民的生活
和社會核心價值，尤其是法治精神，
備受衝擊和考驗。不過，他指有賴公
務員期間緊守崗位，努力不懈，通力
合作，政府得以迅速及順利地實施各
項應變計劃，維持公共服務，並採取
有效措施，減少「佔領」行動對市民

日常生活造成的不便。

強調公務員團隊是政府重要夥伴
梁振英在信中強調，公務員團隊
是香港的重要一員，也是特區政府
的重要夥伴，是繁榮安定的關鍵。
他謂在此期間，「公務員團隊承受
前所未有的沉重壓力，任勞任怨、
盡忠職守，令我由衷敬佩。」他衷
心感謝各公務員守崗位，盡心竭力
執行職務。
他說，公務員迎難而上，克服挑
戰，「再次向市民大眾證明各位是全
球首屈一指的公務員隊伍」，深信
「各位的敬業和專業精神，會繼續成
為香港向前邁進的動力」。
梁振英在信中尾段特別指出，「謹
此轉達中央對各位的讚許。」

「佔」禍損尊師重道美德
激進思想迷惑學生 憂爆集體違抗校規歪風
79 日的「佔中」行動，不少身穿校服的中學生流
持續連金鐘、銅鑼灣、旺角等「佔領區」。有被訪學生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昨

清楚美國、英國和德國的選舉制度，也不清楚所謂的「國
際標準」，甚至有學生誤以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與「雙
非」有關。黃均瑜認同，政制議題艱深，中學生不易了
解，不排除有學生被誤導參與「佔領」，不過，他更擔心
學生的法治意識已經受損，他說：「也有一些是被誤導，
以為參與這些違法活動沒有後果，但在旺角發生衝突後，
我知道不少學生也開始明白，『佔中』是有危險，明白這
些違法的事件會引發暴力衝突。」黃鈞瑜相信，一段時間
後，當越來越多「佔領」主事者被繩之於法後，他們亦會
了解「佔中」須承擔法律責任。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擔

影響校風 造成壞先例

心中學生會受「佔領」思想影響，

學校是社會縮影，「佔中」行動衝擊社會核心價值，同
樣影響學校風氣。黃均瑜說，很多學校的確面對這問題：
「由所謂的『公民抗命』帶動，學生可能會按照這個很壞
的先例，在學校作出相似的行為，因為社會出現了一個可
以不守規則的辯解，而這個先例，會被學生擴大，作出類
比，最後，學校內一些例如是尊師重道、遵規守法的價
值，就會被扭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佔中」行動清場告終，其違法暴
力後遺症卻引起教育界強烈關注。

自恃「抗命」在校內集體違抗教師
指導和校規，長遠損害校園內尊師
重道的美德。他認為，面對「後佔
領」期的中學生，廣大教師和家長
更身負重任，需敢於糾正社會歪
風，及時糾正學生錯誤行為，這樣

校長教師應及時糾正錯誤想法
黃均瑜對「佔中」的違法壞榜樣憂心忡忡。他指出，

「鳩嗚」擾商戶 商界促收手

才能讓學生免再被激進思想迷惑， 「學生會以為只要是帶着所謂『抗命』、『爭取公義』的
理由，便可以為所欲為，不用守校規。」他說，學生在學
誤入歧途。

校不守規矩，可進一步
將他們一些不滿的議題
政治化，迫使校方不能
阻止他們進行一些不遵
守規則的行為，否則，
學生便以「政治打壓」
作抗辯理由，甚至找一
些偏激的傳媒炒作，校
方往往會擔心被抹黑而
不敢指正。而面對「後
佔中」期的中學生，黃
均堬認為，中學老師和
家長，都要有一顆決斷
心，在適當時候作出適 ■黃均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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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指導。他說：「不害
怕才有作為。的確，不少學生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或多
或少都有一些反對跟從規則的心態，但校長或教師，都應
該要及時糾正他們的想法，因為他們是社會的下一代。」
他續說，其實教育工作者在法治社會的角色不亞於律師、
法官、立法會議員這些與法律直接有關的人，因為市民是
否尊重和遵守法律，就是由良好的道德教育開始。
不過，黃均瑜對廣大青年學生，仍然充滿希望。他說，
理解他們大多是基於好奇而參與「佔領」，但在他所接觸
的學生群中，其實很多學生都能從事件中，學懂不守法對
香港的影響有多大。法治價值實在得來不易，他亦希望市
民能從「佔領」事件學習到珍惜法治核心價值。

﹁

佔中 根源：基本法教育不足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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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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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行動違法暴力，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指出，
出現「佔中」只是一個社會問題的現象，其根於在中
學的香港基本法教育不足。他認為要標本兼治，是教
育界要令學生重返正軌討論政改，只有加強「一切源
於基本法」的教育，才能避免重演「佔領」問題。

讓學生明白爭訴求不可影響他人

身兼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的黃均瑜提到，要
處理學生對政改的不滿，要講事實講道理，包括要依
法討論問題，及讓學生明白任何爭取訴求的行為，都
絕不可影響他人。他認為這兩條底線必須嚴守：「其
實人大決定和香港基本法都是處理政爭之本，要解決
政改問題，避免事件再次發生，一定要治本。」
社會有意見認為，目前很多人不了解「一國兩制」
和香港基本法。黃均瑜認為，特區政府可加強對學生
有關香港基本法和中央與香港的憲制關係等方面的教
育。他說：「社會較多講五十年不變，但回歸後的變
化卻較少討論，也少提及到中央與香港的憲制關係，
因此出現很多誤解香港基本法的情況。」
對於如何加強香港基本法教育，黃均瑜認為，以通
識教育或其他科目講解香港基本法均可，最重要是令
學生真正理解香港基本法，減少社會將
來出現解讀香港基本法的分歧。中學教
長可與教師多溝通，以採取最合適的方
法灌輸香港基本法的正確知識。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涉參與組織非法集結 郭紹傑被捕

■在旺角一帶的「鳩嗚」團，滋擾商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佔領」行
動持續逾兩個月後，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對
社會秩序造成的嚴重破壞，卻非短時間內可
以恢復。工聯會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零
售及批發從業員協會、電器及影音從業員協
會昨日發聲明指出，旺角購物旺區近日出現
「鳩嗚團」，以一系列搗亂、騷擾行為阻礙
商戶正常經營及前線員工工作，不但令早前
飽受「佔領」行動影響的商戶雪上加霜，亦
加重銷售人員工作及精神壓力，嚴重影響他
們的收入，敦促行動組織者回頭是岸，及早
收手。
聲明指出，早前的「佔領」行動對商戶正常
經營及前線銷售人員收入造成嚴重影響，近日
警方和平清場，巿民本以為可鬆一口氣，恢復
正常生活，商戶及前線銷售人員亦準備在聖誕
與新年銷售旺季加強宣傳以追回落後的銷售
額。

打擊港「購物天堂」形象

然而，旺角購物旺區近日卻出現「鳩嗚團」
連群結隊，並假借購物為名，以「跌錢、胡亂
過馬路、喧嘩、走入商戶、阻止落閘」等一系
列搗亂、騷擾行為阻礙商戶正常經營及前線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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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作，令一般巿民與遊客避之則吉。聲明指
出，此舉不但令早前飽受「佔領」活動影響的
商戶雪上加霜，亦進一步打擊香港「購物天
堂」的形象，而且加重銷售人員工作和精神壓
力，嚴重影響他們的收入。

譴責聖誕新年圖謀「鳩嗚」擾民
聲明又謂，近日網上盛傳有團體準備在聖誕
及新年等假日進行「鳩嗚」及遊行等活動，工
會譴責有關行為，並批評此乃違法「佔領」行
動失敗後輸打贏要的表現，結果一樣會遭巿民
唾棄及引起反感，希望有關人等、組織者回頭
是岸，及早收手。工會同時感謝並支持警務人
員執法及維持秩序，消除「鳩嗚團」的擾民行
為。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理事長鄧祥勝指
出，近日旺角行人專用區及彌敦道等地經常出
現「鳩嗚」團，嚴重影響零售業，珠寶、電器
等部分店舖更經常需「落閘」暫停營業，生意
大受影響，「即使小部分『鳩嗚』者最終有購
買，仍抵銷不到損失掉的生意，零售業從業員
平均減少10%至20%佣金收入。」
他又指出，從業員飽受「鳩嗚」者騷擾，心
理壓力亦非常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在非法
「佔領」行動期間擔任
糾察長的工黨執委郭紹
傑，因涉上月在金鐘
「佔領區」公眾地方打
架，昨晨到中區警署報
到時，再被警方以涉嫌
參與、召集及組織未經
批准集結罪名拘捕。其
後，他獲准以 500 元保
釋候查，須於明年 2 月
下旬向警方報到。案件
由刑事總部調查隊跟
■郭紹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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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郭紹傑是於上月 12 日在金鐘「佔領區」制服向當時的
壹傳媒主席黎智英投擲動物內臟的疑犯，後來被警方拘
捕，指他涉嫌在公眾地方打架。郭昨午11時45分就該案
到中區警署報到時，再被警方以涉嫌參與、召集及組織
未經批准集結罪名拘捕。

任職工盟副主席 李卓人頭號「悍將」
今年 51 歲的郭紹傑具有多項黨派及公職身份，包括港
九拯溺員工會副主席、職工盟副主席、工黨執委等。在
職工盟所搞的激進罷工事件中，郭紹傑更是積極的組織

或參與者。就在「佔中」事件發生前的 9 月上旬，他就
在職工盟的支持下鼓動救生員罷工，被視為是工黨主
席、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的頭號「悍將」。
郭紹傑在上世紀 80 年代隨父赴移民美國，至香港回歸
後返港，並於 1999 年當上了臨時合約救生員。不過郭紹
傑甚為熱心工運。2001 年，政府縮減公務員編制，新招
聘的救生員均屬「合約員工」編制。郭紹傑覷準時機不
斷鼓動救生員進行抗爭活動。2003 年，他加入港九拯溺
員工會，成為李卓人操控的職工盟旗下成員。2007 年他
辭工代表職工盟參選區議會，但最終敗北。在選不上區
議員又失業的雙重打擊下，郭紹傑唯有到酒吧做兼職。
至 2006 年，由於東區泳池發生有外判商被揭發以文員
頂替持牌救生員事件，康文署檢討事件後，決定於 2009
年起恢復招聘救生員為公務員，郭紹傑再次應聘，終獲
得「鐵飯碗」。

涉「呃病假」參「佔」向擲物者動「私刑」
在 2010 年 1 月的反高鐵事件中，郭紹傑就以職工盟副
主席身份緊隨着李卓人打頭陣。至去年 9 月郭紹傑聲稱
跌斷鎖骨，一直向特區政府申領工傷假期至今，但期間
幾乎日日現身「佔鐘」區。早前，當時的壹傳媒集團主
席、「禍港四人幫」之一黎智英在金鐘「佔領」區被市
民投擲動物內臟和穢物，郭又涉嫌以「私刑」粗暴制服
投擲者而被捕。其後，郭紹傑被揭發涉嫌「呃病假」，
康文署正調查他是否涉嫌詐病。

「佔中
佔中」
」無損懲教署士氣
單日堅撐警依法執法
■單日堅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懲教署署長單日堅
昨日退休前見傳媒，指完全不覺「佔中」有影響懲
教署士氣，只是提升了部門工作單位的保安工作。
他又認為，警隊非常辛苦，完全支持警隊依法執
法。單日堅續指，目前院所仍有逾3,000個空位，加
上今年服刑人數創新低，「有咁多空位，仲使乜特
登騰空位置」，但坦言不希望有大量收押的事情發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