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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
政府政改方案下月出爐，反對派堅稱要
綑綁拉倒政改方案。身兼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的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認為，政改
通過機會不高，但即使反對派否決政
改，往後再推普選亦不會有超出全國人
大「8．31」框架的方案。
陳智思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幾

乎所有中央官員在全國「兩會」期間都
明確表明人大「8．31」框架不能改，
反對派則聲稱修改人大「8．31」框架
才會考慮支持政改。他認為，政改通過
機會不高，但相信普選必須踏出第一
步，令中央認為不會出亂子，才會有信
心優化選舉制度；即使反對派否決政
改，將來再推普選，亦不會有超出人大
「8．31」框架的方案。

肯定不會參選特首
他又指，香港問題不易解決，自己要

處理集團業務，因此肯定不會參選特
首。至於會否支持特首梁振英連任，則
要視乎對方落實到多少政綱承諾。另
外，早前有政界中人稱若政改被否決，
梁振英連任機會高，他認為是兩回事，
亦相信民情能影響選委和中央，選委不
能任意所為。

袁國強：撥款增非「算賬」「佔」案必理

團體「挑機」論普選 梁家傑龜縮

陳弘毅：政改難同時滿足各方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面對眾多市民

期望於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的呼聲，反對派仍執
意與民意為敵，堅決否決政改。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陳弘毅昨日坦言，對政改通過感到悲觀，並指
現時方案難以符合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及
反對派的要求，形容政改已「走到盡頭，不可能
有出路」。他又認為，沒有任何一個普選模式為
全世界適用。
陳弘毅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坦言，對政改通過

感到悲觀，現時無任何方案能符合中央、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及反對派的要求，形容香港在政改
方面已「走到盡頭，不可能有出路」。他又指，
現階段難以要求反對派把民調結果與投票意向綑
綁，但市民有表達權，民意被尊重才能體現民主
精神。

無任何普選模式全世界適用
對於特首梁振英前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指，

每個國家及地區按照當地法律進行的普選皆為
「真普選」，陳弘毅認為，不同國家及地區均因
應當地歷史、 社會、 文化及政治制度設計選
舉，故無任何一個普選模式為全世界適用。

陳振彬：港青學術「標青」弱自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青少年問題備受
社會關注，即將卸任青年
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陳振彬(右圖)
昨日指出，很多青年都是
受人蠱惑才會參與去年的
違法「佔領」行動，反映
香港教育制度及家庭教育方面有缺失。他又認
為，大部分年輕人於學術上要求高，產出很多精
英分子，但自身管理能力卻較弱。

青年發展政策由政府決定
「佔領」行動後，青年事務委員會被指不明白
青年想法，而且沒有處理好青年事務。陳振彬昨
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青年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主
要着重青年發展的政策並向政府提供意見，協助
青年裝備好自己，推行政策則由政府決定，「我
們最重要是能夠為青年出一分力。」
至於較早前青年政改交流會陳振彬曾喝令「收

聲」引起在場青年不滿，陳振彬解釋指，當時有
一班青年在會場內高呼粗言穢語，準備衝擊會
場，為控制場面才喝令他們「收聲」，交流會後
他亦有留在會場與他們溝通。

退聯批「擺姿態」
學聯反擊「拒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學聯及五所大

學的「退聯」關注組將於下周一共同舉辦聯合論
壇，稱期望透過辯論，讓雙方力陳己見。不過，
論壇尚未啟動，雙方昨日已率先於社交網站互相
指責「開火」。「關注組」昨日批評學聯在論壇
籌備工作上繼續「擺姿態」，對揀選主持、設定
環節等諸多要求，不滿學聯拖延籌備進度。另一
邊廂，學聯昨晚發文反擊指，「關注組」堅拒會
面，只願意以「通訊平台」溝通，拖慢商討效
率，又促請「關注組」出席籌備會面。
五校「關注組」昨日批評，學聯在商討論壇流

程細節上「要求多多」，例如堅持論壇必須依學
聯擬訂的題目和框架進行討論，於設定環節、選
定主持上諸多要求，經常以內部未取得共識為
由，藉口拖延籌備進度，令「關注組」成員遲遲
未能展開宣傳論壇的工作，「對於論壇事務仍未
妥善處理表示遺憾，對於學聯多次推搪其詞等，
感到極度失望。」他們促請學聯盡快就論壇內容
達成協定，保障公眾利益。
學聯昨晚隨即發表公開聲明反擊指，根據慣

例，雙方共同籌辦活動，一般會相約會面以敲定
細節，但「關注組」堅拒會面，只願意以通訊平
台溝通，又指對於雙方的意見分歧，已盡量退
讓。距離論壇僅餘3天，學聯就促請「關注組」
代表「現身」出席籌備會面。

警處理「佔」獲獎「粉絲」林鄭盛讚
難忘「一哥」作艱難決定 定要對得起前線同事

香港警隊在星島新聞集團2014傑出領袖選舉中，獲
選為社會、公共事務及環境保育組別得獎者。擔任

頒獎嘉賓的林鄭月娥在典禮上表示，「因為這個邀請，
令我興奮很久，所以我很珍惜今晚來到這裡，可以親自
表揚一個我非常敬佩、非常欣賞，甚至可以說是他的
『粉絲』──香港警隊。」

30年睹警隊專業優秀精益求精
林鄭月娥坦言，不少人曾稱她「局長」、「司長」

等，但她最開心的時候，是前線警務人員在街上稱她為
「madam」，「我今天坐在這位置，有時也會偏心。」
她解釋，自己對於香港警務處的欣賞並非始於今天，也

不是單單因為2014年和警隊並肩作戰，經歷了相當困難
的時刻，而是她在政府部門工作已30多年，在不同工作
崗位都看到這支紀律部隊專業、優秀、精益求精的精
神。
林鄭月娥又憶述，去年面對「佔中」挑戰時，她曾與

曾偉雄及黃志雄一同度過多個晚上，當時曾偉雄作出艱
難決定時曾說過，下決定時一定要對得起前線同事，令
她相當感動。此刻，林鄭月娥不忘向快要退休的曾偉雄
表達崇高敬意：「多謝你，一哥！」

何柱國邀曾偉雄起立接受掌聲
全國政協常委、星島新聞集團主席何柱國稱讚曾偉雄

協助香港度過難關，更邀請曾偉雄起立，接受全場熱烈
掌聲。警務處助理處長張德強指出，79天非法「佔領」
行動對警隊是重大挑戰，警隊上下一心，維護法紀、公
共安全和秩序。張德強又感謝家人、特區政府和市民支
持。
何柱國讚揚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每日為政改奔
波，為港人爭取民主走出一步，又希望社會不要讓20
多位反對派搶走港人的普選權利。他更狠批「反水貨
客」示威者向長者及婦孺動粗是「人渣」及「無膽匪
類」。他又呼籲「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不要因獲海
外雜誌評選為「傑出領袖」而太開心，建議他「多讀點
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

妮）香港警隊去年處理違法

「佔領」行動的表現備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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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笑言，自己是警隊「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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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曾偉雄及副處長黃志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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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的曾偉雄說：「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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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律政司今年增加
刑事檢控撥款，確保有足夠資源處理案件，反對派卻無
限上綱，聲言大幅增加撥款是向「佔領」行動「秋後算
賬」、刑事檢控部門是「政治打手」云云。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昨日批評指，有關言論沒有根據和證據，對刑事
檢控同事並不公平。他強調，每當有刑事案件，警方都
有責任調查，不會不處理。調查資料送達律政司後，律
政司將按照檢控守則，根據每宗案件涉及的證據、相關
法律作出決定。有關「佔中」案件的調查資料，正陸續
送交律政司。
財務委員會昨日下午召開特別會議，審核2015/2016
財政年度開支預算。袁國強發言時說，律政司新年度總
預算開支為19.8億元，較上年度修訂預算開支增加
14.8%，並預期早前「佔領」行動相關案件，會佔刑事

檢控科工作相當部分，因此律政司已評估處理有關個案
的資源需要，確保有足夠資源，有需要時委聘私人執業
大律師或律師。
多名反對派質疑律政司大幅增加刑事檢控撥款，是向

「佔中」「秋後算賬」。民主黨議員單仲偕揚言，警務
處處長曾形容去年罪案率是歷史新低，但律政司檢控撥
款竟「狂加」23%至今年度的7.1億元，較去年增加
23%，較2013/14年度增加32.1%，質問「是否秋後算
賬？」「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則聲稱：「刑事檢控隊
伍是政治打手，包庇權貴欺壓市民。」

批大嚿言論無稽 澄清一視同仁
袁國強回應時反駁指，刑事檢控部門絕不是「政治打

手」，狠批陳偉業言論沒有根據及證據，「我都請你擘

大隻眼睇清楚，律政司剛完成了涉及高級前官員及商界
的重大案件，絕不是所指的包庇權貴或欺壓市民。我鄭
重澄清，陳偉業言論沒有根據及沒有證據。大家對『佔
領』行動的拘捕有目共睹，無論支持或反對『佔中』也
進行起訴。」
袁國強強調，刑事檢控部門除了處理社會秩序案件

外，亦要處理其他大型案件，故涉及相當開支，不認
同增加預算等於「秋後算賬」，「若有涉嫌刑事成份
出現，警方有責任調查，檢控部門也有責任研究。若
事情沒有發生，就不會送至刑事檢控部門。刑事檢控
專員按檢控手冊準則辦事，依據證據及法律作出決
定。因此，有關言論是對同事不公平。」他又表示，
目前有關「佔中」案件的調查資料，正陸續送交律政
司。

白韞六：無拖延反對派「黑金」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
舉行特別會議，審核行政署、審計署及廉署開支預算，
有議員關注廉政公署如何處理香港反對派議員涉嫌收受
「秘密捐款」的個案，廉政專員白韞六重申，所有案件
均會盡快處理，不會拖延。

張華峰關注肥黎「秘密捐款」
反對派自去年被揭發收受前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約
4,000萬元政治捐獻後，一直隱瞞內情。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張華峰昨日在財委會上提出，廉署如何處理有議員在
未有申報下收取「秘密捐款」的個案。白韞六回應指，
所有案件均會盡快處理，不會拖延。
反對派包庇「自己友」收錢內幕，但其中的公民黨陳
家洛及工黨何秀蘭卻厚顏地要求當局交代過去14個月曾
與行政長官會面的內地官員及職銜。特首辦常任秘書長
劉焱表明，未能提供有關資料，因為行政長官每年會見
很多訪客，公務有存檔，但不可能公布完整原有的行政
長官日程，若需要抽絲剝繭，限時內亦未能統整資料。

反對派阻立會加閘 湯家驊無參與聯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正就加強立法會大樓保安，諮詢全體立法會議員意見。
昨日22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聯署反對行管會的新保安措
施，聲言行管會在立法會停車場加設閘門及圍欄，讓人
感覺議會自我封閉，拒市民於千里之外，又宣稱增設
「顏色警示系統」會阻礙傳媒正常採訪工作，但公民黨
議員湯家驊沒有參與聯署。
有見去年6月反對發展新界東北團體及11月違法「佔

領」者衝擊議會大樓，行管會早前聘請顧問研究加強保
安，並於日前諮詢全體立法會議員意見。
22名反對派議員昨日聯署反對行管會新保安措施。他
們在聯署中揚言，市民示威是源於政府制度、管治等根
本問題，增設閘門治標不治本；至於增設「顏色警示系
統」，在黃色警示下，所有訪客包括記者都要接受安全
檢查，阻礙傳媒正常採訪工作云云。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稱，加強保安措施與立法會表決
政改方案有關，至於黨友湯家驊未有參與聯署，是基於
認為信中行文可以有更好選擇。民協議員馮檢基揚言，
過往兩次在衝擊立法會行動中損毀的玻璃較易維修，涉
事者亦被警方拘捕，認為已經足以保護立法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反對派漠視民意，堅
稱要拉倒政改。多個團體昨日到立法會向公民黨立法
會議員梁家傑「下戰書」，批評梁家傑要求與特首梁
振英辯論並未獲選民授權，因此派出團體代表鄧德德
挑戰梁家傑，認為他應該先跟希望2017年有普選的市
民代表辯論，向公眾解釋為何反對派要搶走市民「一
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不過，梁家傑全程「龜
縮」，未有現身，最後鄧德德在立法會接待處放下
「戰書」離開。
來自「德德悟政經」、「佔中不代表我」、「民主建

設行動」、「我要真普洱行動」4個團體約30名代表，
昨日先到政府總部集會，表達對普選的訴求，以及聲討
反對派宣稱否決政改方案，其後再沿政府總部外遊行到
立法會，等候梁家傑。

斥累港人受苦 踢走「涼瓜」
團體向梁家傑發出的戰書中列出，希望與梁家傑來一

次「一人對一人」辯論，題目環繞政改方案，並希望能
夠在4月13日或之前展開辯論。當時，示威者拿出兩條

涼瓜（梁家傑諧音），構成「交叉」符號，最後鄧德德
咬破其中一條涼瓜，意味着要以口才把讓香港受「苦」
的「涼瓜」辯贏，另一人則將另一條涼瓜踏破，寓意要
把梁家傑踢出立法會。
代表又高呼「123唔知醜，挑戰梁特首」（梁家傑在

2007年特首選舉以123票大幅落敗）、「梁瓜收黑金已
袋，政改投反不能袋」、「泛民不能代表我，半個議員
也嫌多」等口號，以表達對反對派議員收取巨額捐款，
以及揚言不讓政改方案通過的憤怒。

4團體代表15000選民爭普選
鄧德德表示，他們4個團體合計代表約15,000名選

民，要求梁家傑站出來接受市民挑戰：「我們不代表建
制派、也不代表反對派，我們只是一群希望香港在
2017年有普選的人。這個活動，最重要的目標是要為
人民爭取2017年有普選的權利，因為現時反對派聲言
要將市民的普票權利剝奪，所以反對派必須向市民解釋
清楚。」最後，由於梁家傑「龜縮」，團體只能把「戰
書」放在立法會接待處轉交梁家傑。

■民間團體向梁家傑「下戰書」辯論政改方案，
為港人爭取普選權利。 梁祖彝 攝

■市民義憤難平，踐踏紙牌以示對反對派議員收「黑金」的
不滿。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