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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年初二是車公誕，按照慣例，鄉議

局主席劉皇發於當日到沙田車公廟，為香港今

年運程求得一枝中籤。從科學觀點看，求籤似

乎難找根據，但從民俗學角度看，卻可視為一

種啟示良多的民間智慧。今年所求中籤的籤

文，既警示反對派對政改方案不可「貪心」過

分，否則將成鏡花水月，也提醒社會對財政預

算案的派糖期望不宜太高，這樣本港財政才能

平安穩健。

羊年車公籤文是：「晨粧露彩髻邊雲，玉佩

珠顏錦似銀；色則是空空是色，觀音曾勸世間

人。」解文是：「不可貪心，自身平平，家宅

平安，求財半遂。」劉皇發稱，解籤師父指籤

文意思是叫大家按部就班，便會平安渡過，不

可爭得太劇烈，戒貪心，否則將來都「空」。

在發叔旁的解籤師父亦即場稱大家要實際一

點，否則「得個吉」。其實無需解籤師父解

惑，今年的籤文啟示簡單樸實的道理，就是無

論是政改和派糖，都應戒貪求實。

本港目前處於民主發展的關鍵歷史時刻。現

在距離落實普選，可以說只有「一步之遙」，

但毀掉普選，卻可能由於反對派「貪心」過分

的「一念之間」。反對派「貪心」過分的「一

念之間」，就在於企圖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接

受他們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方案，搶奪香

港的管治權。如果不能得逞，就要否決特區政

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車公籤文勸導反對派議

員，應該回歸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正軌，

順應主流民意，給普選放行，不要因為「一念

之差」，使普選目標變成「鏡中花、水中

月」。

反對派議員如果封殺普選，就必須向市民解

釋：500 萬名合資格選民以「一人一票」選特

首，與1,200名選舉委員選特首相比，哪種方式

更民主？為什麼不能實際一點，要因「貪心」

過分而毀掉普選？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於本周三（年初七），

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對於各界要求「派

糖」之聲此起彼落，他強調要調節支出，積穀

防饑。實際上，今年將進行區議會選舉，派糖

壓力增大。但是，派糖期望也應戒貪求實。長

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去年發表的報告顯示，香

港十年後可能會出現赤字。對此，政府應善用

盈餘，合理派糖的同時，應撥款為醫療及社福

等開支作出長遠規劃，並增加年輕人向上流動

機會，促進多元化經濟發展及投資。

無論政改和派糖都應戒貪求實
「本土派」組織昨日到荃灣愉景新城商場

示威遊行，聲稱區內有太多內地旅客及水貨

客，影響居民生活。然而，荃灣並非傳統旅

遊旺區，也少有水貨客到荃灣「搶購」物

資。「本土派」組織到並不存在所謂水貨客

的荃灣搞事，不過是借題發揮，以反水貨客

之名，狙擊內地旅客，挑起兩地民眾對立。

其真正目的就是製造兩地隔離。對於「本土

派」組織煽動的這種「變種港獨」，社會必

須警惕並大力遏止。

最近接連幾個周日，本港都發生所謂

「反水貨」暴力衝擊行動，繼屯門、沙田

等地區之後，昨日連荃灣也成為「本土

派」組織狙擊的目標。然而，荃灣是傳統

住宅區，加上由於交通不如屯門、沙田便

利，一直以來都鮮見水貨客特意到荃灣購

物。即使有內地旅客，其人數亦不至於影

響到當區居民生活。「本土派」組織以反

水貨客為名到荃灣抗議，暴露其所謂反水

貨客行動不過是一場政治炒作。而每次行

動都故意挑廣場發難，「佔領」廣場司馬

昭之心，也是路人皆知。

必須看到，「本土派」組織不斷發起

「反水貨」行動，肆意辱罵內地遊客，圍

堵他們光顧的店舖，令來港的內地遊客遭

受莫名其妙的無禮對待，對香港留下極其

負面的印象，顯然是拆香港招牌，倒香港

米。「本土派」以暴力狙擊挑撥兩地民眾

對立，真正目的就是為「港獨」張目。

「港獨」勢力不斷破壞兩地民眾感情，挑

戰中央，損害香港利益，各界必須敢於抵

制。

水貨客問題無疑影響市民生活，但解決辦

法並非訴諸民粹，而是通過政策紓緩水貨客

問題，一方面應研究優化現時的「一簽多

行」政策，打擊水貨客行動；另一方面加快

興建邊境購物城，以疏導內地的龐大客流，

既有利經濟，也減少對民生的影響。同時，

市民應分清楚水貨客與內地旅客。內地旅客

來港觀光消費，為香港帶來經濟收益、創造

就業職位，本港理應歡迎四方客來臨。作為

一個自由港和購物天堂，本港更沒有阻止旅

客來港之理，有序開放「個人遊」城市，對

香港利大於弊。政府應做好相關的旅遊配套

工作，防止被別有用心者肆意炒作，損害香

港的對外形象。

必須遏止「本土派」衝擊內地遊客
A6 重要新聞

廉署立案調查陳文敏
陳雲生：至今未按指引交代捐款來源 絕不宜任副校

陳雲生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廉署在他
舉報陳文敏後已立案調查，並曾邀請他補交資料

及錄取口供，但至今再無收到廉署通知調查進度。他
認為，事件證據確鑿，而陳文敏當時身為院長，必定
知道捐款來源，但至今仍未交代清楚，加上港大以公
帑運作，受納稅人監察是常情，故廉署在法、理、情
三方面亦應加快調查進度，同時應向正審視捐款的校
委會查詢。

包庇戴耀廷 任管理層無承擔
對於明日的校委會會議議程，並不包括討論陳文敏
申請的副校長（學術人事及資源）任命，陳雲生直
言，陳文敏「絕對唔適宜」擔任副校長，因陳文敏擔
任院長時，未有按校方指引公開該筆10,000元或以上
捐款的來源，而且當時一批法律學院的學生家長去信
港大管理層，質疑戴耀廷花大量時間處理「佔領」事
務，根本無法履行副教授工作，但陳文敏仍包庇當時
是其下屬的戴耀廷。他表示，從兩件事來看，陳文敏
並未展示作為管理層應有的承擔。

「港獨」組織趁田二少離港過節「突襲」議辦

何君堯：或被控串騙虛假文書做假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一直關注「匿名

捐款」的民建聯屯門區議員陳雲生昨日透露，廉
政公署已立案調查陳文敏。前香港律師會會長何
君堯指出，若被廉署起訴，陳文敏有可能面臨串
謀詐騙、使用虛假文書及偽造賬目等罪名。他質
疑陳文敏於「匿名捐款」一事交代不清，作為法
律學者及戴耀廷當時上司的陳文敏，竟未有勸阻
違法「佔領」行動，相信這兩件事亦會是校委會
不討論陳文敏申請副校長任命的重要因素。
身為港大法學專業證書課程（PCLL）舊生的何

君堯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廉署通常收
到市民舉報後才會立案調查，調查角度會以事件
是否涉及貪污為主，而以「匿名捐款」事件來
看，調查或會延伸至是否涉及串謀詐騙、使用虛
假文書、偽造賬目等，若陳文敏最後被落案起
訴，罪名應是以上數項。

「佔」終多時 律政司應加快處理
他強調，廉署不會考慮政治因素，一般不會太
快完成調查，但會按事件嚴重程度而加快進度。
他又指，廉署及警方落案起訴前，要先徵詢律政
司法律意見，認為「佔領」行動告終多時，律政

司有必要加快、改善處理「佔領」相關案件的程
序。

涉知法犯法 背後存多方利益
何君堯直言，任何人處理金錢事項時都應小

心，但陳文敏於「匿名捐款」事件上至今仍交代
不清，若作為法律學者的陳文敏涉及不誠實行
為，會比一般不誠實行為更嚴重，一來是知法犯
法，二來可能涉及背後多方面的利益。他又指，
戴耀廷於2013年7月推出新書為「佔領」籌募經
費，宣傳「佔領」違法的動機和手法有如「畫公
仔畫出腸」，但陳文敏不但未有指導戴耀廷關於
「佔領」的違法風險，更執筆撰序推薦此書，
「從佢嘅誠信同學術品德（看來），佢係咪勝任
副校長係一個疑問。」

料校委慎研副校申請人合適程度
他相信，校委會將謹慎行事，有能力研究副校
長申請人的合適程度，若陳文敏的申請放上議程
時，會將陳文敏於「匿名捐款」及「佔領」上的
做法列為重要考慮因素，而校委會現時押後處理
陳文敏的申請，已是最低限度的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有份經手「佔中三丑」之一、

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轉交的「匿名捐款」，上月初到廉政公署舉報陳文敏的民建聯屯門區

議員陳雲生昨日透露，廉署已立案調查，並直指陳文敏至今未有按指引交代捐款來源，絕不適宜

擔任副校長。另有消息指，港大校務委員會正審視相關「匿名捐款」，故校委會明日舉行會議

時，不會討論陳文敏申請的副校長（學術人事及資源）任命。

■陳雲生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 繼鼓吹港獨者近期在屯
門、沙田等社區發起針對個人遊的所謂「反水客」暴力行動
後，「港獨」背景組織「人口政策關注組」及「北區水客關
注組」昨日再針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
北辰日前有關增加個人遊城市的兩會提案，在田北辰位於荃
灣的議員辦事處外抗議，聲稱不滿田北辰的建議令「水客」
問題惡化。田北辰昨日強調，他的建議有利兩地交流，亦有
數據支持不會令「水客」問題惡化，批評有關人等斷章取
義，強調不會撤回建議。

倡「一簽多行」「封頂」應對
身處加拿大的田北辰昨日回覆傳媒查詢時解釋，從他掌握

的數據顯示，目前每年超過3,000萬內地人透過個人遊來港，
當中一半為深圳「一簽多行」旅客，餘下48個個人遊城市另
佔一半，若增加3個「個人遊」城市，估計只會增加少於100
萬人次旅客。他強調，他的建議同時將佔半數的「一簽多
行」「封頂」至每年約30次至40次，確切應對「水客」問
題，建議有根有據。他強烈批評抗議團體，借「水客」問題
斷章取義，強調兩會提案仍在撰寫，堅持不會撤回。
曾發動多次「港獨」行動的「人口政策關注組」召集人譚

凱邦昨日與「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發言人梁金成等有「港
獨」背景的人，早前在網上煽動網民昨日在荃灣愉新城集
結，並遊行到田北辰在商場內的議員辦事外，抗議田北辰早
前提出增加3個個人遊城市，影響市民生活。

市民：不應到荃灣滋事
10多名示威者先後停留在個人護理連鎖商店及遊客集中購
物的商店外，高叫「自由行封頂，取消一簽多行」口號。不
過，新春期間商場人流較少，未有如過去數周所謂的「反水
客」活動與遊客發生衝突。由於辦事處昨日假期關門，示威
者將寫上「取消一簽多行」、「田北辰不代表我」等字條及
請願信，貼在辦事處外後離去。部分不滿活動的市民斥責梁
金成等人，批評他們不應到荃灣滋事。

混淆視聽 稱所有內地客是「水客」
譚凱邦聲稱，「水客」過多主因是內地對食品安全監管不
嚴，令內地人要在香港購買食品，但他同時批評香港太多金
舖吸引大批內地旅客，說法自相矛盾。他又聲言不滿「水
客」過多問題，卻試圖混淆視聽，將所有在港購物的內地旅
客都稱作「水客」，未有分清「正常購物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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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第十三屆全
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將於下月3日召開，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昨日重申，會議期間將提
出提案，建議把內地《國安法》引入香港，
以堵塞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真空。但他
承認，現時仍未有足夠港區人大代表聯署，
或會爭取廣東省、澳門等人代聯署支持。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將就與國

家安全相關罪行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
家等行為，但特區政府目前仍未有立法時間表。
經過去年「佔領」行動後，吳秋北早前提出，
把內地國安法以附件形式納入香港基本法。

針對「顏色革命」堵港法律真空
吳秋北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提到，他的建

議針對國際上被形容為「顏色革命」的危害
國家行動，內地正就《國安法》修訂，現時
香港有法律真空或漏洞，借鑑內地《國安
法》應可起堵塞漏洞。
不過，吳秋北上月提出有關建議，反對派
便大力反對。他說：「《國安法》起草，我
們其實到現在仍未知有甚麼具體條文或具體
罰則，我見到反對派就一直很強烈反對，這

是甚麼立場呢？」
他續說：「《國安法》可能是一個原則性
的東西，既然是原則性的東西，而香港是中
國一部分，原則性的東西香港應該遵守的，
如何去做去令其順當，這要討論的，我們歡
迎討論的。」
吳秋北又表示，引入《國安法》不代表河
水侵犯井水。他說：「我完全不覺得《國安
法》破壞『一國兩制』，只是在原則性裡再
具體定立一些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的罪行，
這就是落實第二十三條的內容，兩者是相輔
相成的。」

或爭取粵澳人代聯署支持
目前社會不少意見認為，應先在香港就二十

三條立法，若不成功才再考慮引入《國安法》。
吳秋北指，除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外，或會爭
取其他地區的全國人大代表支持。他說：「所
謂成為一個議案，沒有規定一定是港區，澳門
或廣東省只要有30個人聯署就可以。」他又表
示，如果未能爭取30名人大代表聯署以議案形
式提交，他仍會以個人名義，以意見形式提交
引入《國安法》建議。

律政司：廿三條較適合本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吳秋
北計劃於兩會期間提案，於香港引入《國安
法》，有港區人大代表認為提出有關建議天
經地義，可以研究，但亦有人認為推行過於
倉促，不同意過早引入，社會未有共識。律
政司回應指，引入國安法不適合本港，自行
就二十三條立法更好。
昨日據傳媒報道，律政司發言人表示，將
《國安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做法不適
合，強調第二十三條立法更好，但要小心考
慮時機，目前未有計劃立法。

王敏剛支持：提案天經地義
自從2003年七一遊行後，每年都在北京

全國兩會提出加快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今年也不例外。他
指：「既然內地《國安法》已提上日程審

議，連繫到香港第二十三條，同樣性質的
《國安法》，是否應藉此機會更深入研究和
探討？《國安法》對二十三條，哪些可作為
參詳？可以說，這起碼可為特區政府備課工
作。」
他認為，吳秋北提出國家安全問題天經地
義，精神上支持建議。

葉國謙：引入後需具體計劃推行
不過，另一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
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則不同意引入《國
安法》。他說：「不能說因為香港就二十三
條立法遇到困難，就要引入《國安法》處
理」，認為這是本末倒置，因為就算引入
《國安法》，社會都要有具體計劃如何推
行，這個推行計劃正正和二十三條的制定有
直接關係。

扮反水客煽「港獨」
譚凱邦屢搞事

「人口政策關注組」召集人譚凱邦發
起抗議田北辰行動，名義上是不滿水客
和內地旅客過多問題，實質是一如以往
再借所謂「關注人口政策」為由，破壞

兩地關係，最終就是要煽動「港獨」。譚凱邦本人主
張「港獨」，排斥內地人，過去便多次發起「港獨」
宣傳，又和其他「港獨」分子裡應外合，擺明車馬撐
「港獨」。
譚凱邦原為環保觸覺主席，多年前突然搖身一變成

為「人口政策關注組」召集人，極力鼓吹取消深圳戶
籍「一簽多行」，宣稱「估計可減少三分一內地旅客
入境人次」，還攻擊特區政府「自由行政策出錯」、
「影響市民生活」、「侵佔了香港的土地資源」。
譚凱邦亦是「反水客」常客，在多次所謂「反水

客」行動中，一直把所有內地人標籤為「水客」，不
區分真正的水客和正常旅客，刻意分化兩地關係。
2013年9月，譚凱邦曾聯同「新民主同盟」范國威

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等人，於台灣《自由時
報》刊登「港獨」廣告，又於去年1月初再次在該報
刊登文章，公然支持「台獨」，鼓吹「港獨」。
去年1月初一次支持特區政府的活動中，譚凱邦又
聯同多個反對派組織期間發動所謂「反赤化、反殖
民」行動，號召約100名網民「踩場」鬧事，與手持
「龍獅旗」者裡應外合。 ■記者 連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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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到田北辰議員辦團體到田北辰議員辦
事處抗議事處抗議。。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