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與反對派貌合神離，早已是公開秘
密，早前更表明不再參與反對派的「聯署騷」，直言對
「3日一記招、5日一聯署」的做法非常厭倦。立法會議
員謝偉俊昨批評湯家驊「拖拖拉拉」、「無黨格」，故
「出於愛心」要求湯家驊退出公民黨，「揭竿起義」表
明立場，帶領部分反對派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謝偉俊昨在法律界研討會上指出，很多反對派議員是
「死硬派」，不會轉軚，雖然湯家驊有思維、有遠見，
卻無膽量和領導能力，即使與公民黨不時出現矛盾，亦
不肯退黨。湯家驊稱，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因為
方案不符合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謝偉俊即反駁指，
議員作出投票決定，必須因時制宜，倘湯家驊罔顧市民
的普選權利，就是失職。

他並促請湯家驊退出公民黨，帶領溫和反對派支持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又指會協助湯家驊
籌組溫和派智庫，惟湯家驊未有正面回
應，僅稱他自己會在「適當時候做適當的
事」。 ■記者鄭治祖

謝偉俊勸湯
退黨「起義」

戴耀廷收「黑金」「罪成」
港大審委會確認不符指引 教界促校方嚴正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特區政
府各問責官員全力爭取各界支持2017年
特首普選方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譚志源昨日強調，特區政府已經按照香
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
定，發表了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方案，當
局會盡最大努力，爭取立法會通過特首
普選方案，讓全港500萬名合資格選民
「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他又重申，香
港特區的政制發展是中國內政，外國政
府不應作出任何干預。
有報章早前引述消息稱：中央計劃今年

內，起草制訂「特別行政區長官任命辦
法」，規範港澳特首的任命事宜。民協議
員馮檢基昨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書面質
詢，稱「有市民」擔心，中央制訂「任命
辦法」，是為了在香港基本法之外，對特
首的資格提出新要求；他又要求當局，如
實向中央反映「港人」對中央制訂「任命
辦法」的「憂慮」。

傳聞「任命辦法」譚志源拒評
譚志源昨在書面回覆中指，特區政府

不知悉有任何有關計劃，「據我們的理
解，馮議員的提問是就着一份本地報
章，在某天刊載一則未經任何官方證實
的傳聞而提出。特區政府並不知悉有任
何有關計劃，因此，不適宜憑空就傳聞
作出評論。」

譚志源強調，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
定，特首在香港特區通過選舉產生後，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特區政府已經按
照香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
及決定，在今年4月22日發表2017年特
首普選辦法方案，「特區政府會盡最大
努力，爭取立法會通過政府提出的方
案，讓全港500萬名合資格選民，可於
2017 年以『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
官。」

政制屬中國內政 外地勿干預
立法會工業界議員林大輝則提出書面

質詢，關注當局有否評估香港回歸後，
有否外國勢力試圖破壞香港基本法的有
效施行，因而影響推動政制改革及落實
普選特首等工作；他又詢問特區政府，
何時會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譚志源在書面回應中指出，香港政制

發展是特區的內部事務，屬於中國內
政，外國政府不應作出任何干預，希望
外國政府尊重特區的立場。有關外部勢
力的問題，特首已在不同場合作出回
應，當局沒有進一步的補充。
就有關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

問題，譚志源指出，特區有憲制責任，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制訂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例。特區政府遵從基本法施政，
但目前未有立法的計劃。

港府：全力護「普」過關

「毒篷」倘違法 蔣麗芸促根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香港違
法「佔領」行動結束近半年，但「佔
領」者非法盤踞政府總部及立法會門口
一帶，近日更有擴散蔓延的跡象，令人
擔心激進反對派正策動新一輪暴力衝擊

行動。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昨日透
露，已去信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要求澄
清相關搭建物是否違法，又強調如屬違
法，當局必須盡快處理，以免他人「有
樣學樣」，在各區「插旗」，視法律如
無物。
蔣麗芸昨在社交網站上載多張「「佔

領帳篷」相片，強調政總及立法會對開
行人路兩旁的帳篷數目不斷增加，近日
更有留守者搭建木屋。她質疑道：「搭
建物是否違法？」
她批評，搭建物不單有礙市容，更衍

生衛生問題，但違法「佔中」結束至
今，尚未有政府部門跟進情況。

■蔣麗芸已去信林鄭月娥，促請當局若搭
建物違法，必須盡快清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反對派執意否
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在亞太法律協會昨日
主辦的法律界政改研討會上，多名香港法律界
人士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8．31」的決定不
可撼動，中央不會就政改「讓步」，但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聲稱，目前的方案不符合他
的「政治理想」，他一定會否決，被指是剝奪
500萬名市民的普選權。
亞太法律協會昨舉行「2017，得定唔得？」
法律界政改研討會，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中澳
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前律師會會長何
君堯，及湯家驊擔任講者。

謝偉俊批井底蛙 以為本土「大晒」
謝偉俊指，按照目前形勢，2017年特首普選

方案通過機會是零。他批評反對派把自己逼向
牆角，對國情一無所知，「井底之蛙，以為香
港本土等於一切。」他建議舉辦「非正式公
投」，化解社會重大分歧，但相信中央不會同
意。
馬恩國則指，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或地區都有

「篩選」，美國、澳洲皆如是，強調「一人一
票」已經是「真普選」。他又強調，中國是單
一制國家，「有黨先有國。」香港實行普選不
能否定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否則就是「搞政
變」。
湯家驊辯稱，歐美選舉不是「篩選」，而是
「遴選」，聲稱目前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並不符合他的「政治理想」，他一定會否決。
湯家驊更聲稱，「勉強通過」比否決的傷害更
大，可能會引發「流血事件」，甚至「暴
動」，「到時（特區）政府又會出催淚彈、解
放軍」，國際社會就會稱「『一國兩制』已經
消失」。
馬恩國即時反駁指，政治人物不跟隨民意來
投票，只顧「心中理想」，這對500萬名香港
選民不公平。他強調，提委會「篩選」，是因
為要保障均衡參與、兼顧各階層的利益，防止
香港走向「民粹」。他笑言，湯家驊最近比較
「sensible」，若參選特首應可「出閘」。

何君堯促「忍辱負重 先輸一局」
何君堯則指，「入閘」門檻降低至十分之

一，有助反對派成為特首參選人，而提委是按
照參選人的政綱、能力等提名，「大家都可以
『出閘』，根本無『篩選』。」若無法實行特
首普選，普選立法會亦會延遲，認為反對派應
「忍辱負重，先輸一局」，日後再爭取優化。
在台下發言的環節，多名市民均指政制發展
不能一步到位，並質疑反對派為何要綑綁否決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剝奪500萬名市民的普
選權，要求湯家驊交代。湯家驊承認，理論上
政改不會是「袋一世」，因為特首產生辦法可
按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修改。但他聲稱，中央
與反對派欠缺互信，單靠附件一，無法令反對
派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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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昨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的決定不可撼動，中央不會就政改「讓步」。 劉國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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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歐陽文倩歐陽文倩）「）「佔佔

中中」」搞手之一搞手之一、、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

授戴耀廷的授戴耀廷的「「神秘捐款神秘捐款」」一事一事，，惹來惹來

「「黑金黑金」」湧入大學的醜聞湧入大學的醜聞。。有媒體引述有媒體引述

消息指消息指，，負責調查事件的港大審核委員負責調查事件的港大審核委員

會已確認會已確認：：該些捐款不符大學指引該些捐款不符大學指引，，因因

「「捐款應來自有信譽的來源捐款應來自有信譽的來源」，」，並批評並批評

其中有捐款違反捐款的意願其中有捐款違反捐款的意願，，而將人文而將人文

學院研究助理借調做學院研究助理借調做「「全民投票全民投票」」工作工作

也不符校方的慣常做法也不符校方的慣常做法。。面對種種指面對種種指

控控，，戴耀廷對自己的錯誤避而不談戴耀廷對自己的錯誤避而不談，，反反

而歸咎於校方而歸咎於校方「「無調職安排的慣常做無調職安排的慣常做

法法」。」。有教育界人士批評戴耀廷的解釋有教育界人士批評戴耀廷的解釋

牽強牽強，，認為校方應嚴正處理認為校方應嚴正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一
人一票」普選特首的機會近在眼前，
但反對派堅持漠視主流民意，否決政
改撕裂社會。網絡媒體「HKG報」近
日推出「誰是真/冇普選面孔」選舉，
市民可從13名候選人之中，選出三大
「冇普選」代表，決定誰來承擔扼殺
普選的歷史責任。

戴耀廷肥黎長毛 列13「魔鬼榜」
在「誰是真/冇普選面孔」選舉中，

13名候選人包括：公民黨黨魁梁家
傑、公民黨議員毛孟靜、工黨主席李
卓人、非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肥
黎）、「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
社民連議員梁國雄（長毛），以至激
進反對派組織成員招顯聰、「光復
男」、「鳩嗚肥仔」及「踢篋男」。

市民在是次選舉中，只要從13名候選
人之中，選出三大「冇普選」代表。選
舉由即日起至本周日結束（17日），參
加次數不限。為酬謝網民支持，
「HKG報」更特別加推「三重彩競猜
遊戲」，屆時獲抽中的20名「全中」三
重彩的網民，將獲贈紅酒一瓶。

猜中最猜中最「「冇普冇普」」罪人罪人
「HKG報」贈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主導、三間大學合辦的最新一輪政改滾動民調顯示，支
持和反對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比率，進一步收窄至相差2個
百分點。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認為，民調結果出現變化屬正
常，民調的問卷內容設計也會直接影響到調查結果。
中文大學、港大和理工大學合辦的政改滾動民意調查，在本
月5日至9日電話訪問1,130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昨日公
布的結果顯示，有42.3%受訪市民支持方案，較上次跌0.6個百
分點；反對的，則升至40.3%，較上次多0.5個百分點，兩者相
距僅2個百分點，為4月底調查以來差距最少的一次。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她留意到其他機構
進行的民調，如「政改民意關注組」的調查結果顯示，有五成
一受訪者支持立法會通過方案，反映不同機構所做的民調有所
不同，而民調結果出現變化實屬正常。未來，她會繼續爭取更
多市民支持方案，「有票投，好過無票投；500萬名市民投
票，好過1,200人投票。」

民調字眼形式 直接影響結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認為，不同民調結果有很大的差
別，相信市民本身有判斷力，不會輕易受到一兩個民調所影
響。他在過去一段時間落區呼籲市民簽名時，街坊均表示支持
通過2017年普選特首方案，認為由500萬名合資格選民所選出
來的特首，將會更願意聆聽市民的意見。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盧偉國認為，民調的問題字眼、形式以至
調查時間等，都會直接影響到民調的結果。在評價一項民調
時，必須小心分析及研究，不能隨便拿一、兩個數字就作出最
終的判斷。
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銓表示，「支持」
與「接受」兩個字眼，不同人都會有不同的演繹，民調機構如
何分析原始數據，會直接影響民調的結果。他強調，民調只以
抽樣方式訪問約1,000名市民，但全港有500多萬名選民，
「1,000多人，如何反映到所有民意，實在值得思考。」

■張民炳認為，若有人違規，大學
也應該考慮紀律處分。 資料圖片

■網絡媒體「HKG報」推出選舉，市
民可從13名候選人之中，選出三大
「冇普選」代表，決定誰來承擔扼殺
普選的歷史責任。 網上圖片

■■戴耀廷仍就自己涉違規收捐戴耀廷仍就自己涉違規收捐「「抵賴抵賴」」，，更更
「「惡人先告狀惡人先告狀」」反咬大學反咬大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戴耀廷於2013/14年度間，向港
大不同部門作出四筆共145萬

元的「神秘捐款」，事件早前經一
批外洩的密件揭發，令全港社會各
界譁然，最終去年底港大校務委員
會決定，交由審核委員會調查。四
筆捐款分別為由前法律學院院長陳
文敏經手、用於舉辦政制發展和法
治教育的30萬元；用於所謂「佔中
公投」的80萬元資金；兩筆20萬元
及15萬元予人文學院的捐款，以支
持院方進行信仰與法律研究，及聘
請人文學院研究助理向梓騫。

四捐款違規 陳文敏「遲報」
有線電視昨晚引述消息指，審委
會明確指出四筆捐款不符大學指
引，或指引預期的標準，因指引列
明「捐款應來自有信譽的來源」，
而戴耀廷一開始涉隱瞞捐款來源，
其後在被追問下才宣稱，「可以說
是朱耀明」（另一非法『佔中』發
起人）。」
審委會同時指，借調研究助理一
事，由於該人原本是協助進行信仰
與法律的研究，但最終卻去了做
「佔中公投」工作，做法違反原本
捐款的意願。審委會更表示，有關
做法未有事前知會大學人事部，不
符合校方的慣常做法。
就陳文敏所經手的30萬元捐款，
審委會亦確認，陳文敏在知道捐款
人身份後，未有即時通知校方。
據了解，戴耀廷和陳文敏均已就

報告向校方作出回覆。其中，戴耀
廷似乎對自己的錯誤避而不談；反
而將調職問題，歸咎於校方「無調
職安排的慣常做法」，所以「沒有

不符合的問題」。
由於該份報告未有提及對戴、陳

兩人採取任何行動或懲處，故要待
月底大學校務委員會開會討論後，
才會知道校方如何跟進。

張民炳批戴「惡人先告狀」
戴耀廷就自己涉違規收受捐款

「抵賴」，更「惡人先告狀」反咬
大學，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
批評其說法牽強，「首先，捐款來
源這個信譽問題已經是一大問題。
另外，他將原本要執行指定工作的
人員，調去做其他事情也明顯不
對。他作為法律學院的人，即使大
學真的沒有慣常的安排，他亦應該
先自行申報，他的說法不能成為其
『免責聲明』。」
張民炳並認為，陳文敏也應該對

有關問題作出解釋，「涉及到金錢
在學界都是嚴重的問題，若有人在
這方面違規，大學也應該讓紀律委
員會去做出紀律（處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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