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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即將審議表決普選方案前夕，「長
毛」梁國雄跑出來，捏造有人提出以一億元「買
票」，希望他在政改投贊成票。不過昨日梁國雄
又自打嘴巴，指有關銀碼只是個人虛構，還厚顏
無恥地說：「如果不將銀碼說成一億元，就不能
吸引傳媒刊登。」「買票」謠言性質嚴重，完全
是梁國雄自編自導自演，不僅影響到立法會政改
方案的表決，更對香港的形象，對香港的繁榮穩
定，對中央和香港的關係，都造成嚴重衝擊，後
果十分嚴重。梁國雄絕對不能放出謠言，弄得滿

城風雨，抹黑中央，然後置身事外，不受到任何
追究。
日前，「一群香港公務員要求立法會議員否決

政改方案的廣告」已經是一個下三濫的手段，盜
用公務員名義，向立法會議員施加壓力，撒豆成
兵，製造毫無根據的「民意」。梁國雄再製造
「一億元買票」事件，更是恐嚇可能支持政改方
案的溫和派議員，令他們不敢掙脫綑綁。
梁國雄捏造的「買票事件」沒有可信性。所謂

「中間人」無名無姓，如果是事實，梁國雄一定

不會放過這個「中間人」，一定會公之於眾，引
起全民憤慨，激起反政改的民意。更何況，賄賂
立法會議員是非常嚴重的犯罪行為，梁國雄作為
立法會議員，應該知道香港的法律規定，為什麼
不去廉政公署報案？為什麼要把犯罪者包庇起
來，把自己弄得被輿論窮追不捨的尷尬局面？
這就涉及一個誠信問題，或許這個「中間人」

根本就是和梁國雄串通起來，製造「買票」的荒
唐謠言，他們根本就是同夥，所以梁國雄為同黨
諱？如果不是這樣，就是梁國雄唱獨腳戲，「中
間人」根本子虛烏有，「兩世無憂」的價錢，也
是梁國雄自己開出來的。為了製造轟動效應，造
謠有鼻子有眼睛，說得跟真的一樣，並說成了

「一億元」，結果這齣戲完全是梁國雄自編自導
自演的。
梁國雄「作嘢」之後躲藏起來，不敢回應行政

長官梁振英的譴責，不敢交代「兩世無憂」是否
虛構。這更加暴露，激進反對派使用卑鄙手段誤
導公眾，製造否決政改方案的假民意，讓他們有
大條道理剝奪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舉
特首的權利。反對派怕做香港歷史的罪人，不敢
承擔後果，於是不斷拋出異想天開的謠言。這些
卑鄙無恥的行為必然激起廣大市民的憤怒，更看
清反對派的醜陋面目，選民一定會用選票把他們
趕出立法會，不讓立法會成為一個製造謊言、破
壞香港安寧、對抗「一國兩制」的場所。

梁國雄自編自導自演「買票」鬧劇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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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即將審議表決，立法會門外已是山雨欲來風滿
樓。有傳媒發現，近日大批示威物資已陸續送達立法
會及政府總部門外一帶的「帳篷陣」內，包括玻璃
樽、利刀、鋼板、鐵鎚、壓縮氣體樽、木條等攻擊工
具及易燃物品，儼如一個「軍火庫」。部分帳篷更加
設密碼鎖及在帳篷頂安裝閉路電視，內裡更設有發電
機、冷風機等電子產品。這些物資明顯不是作一般遊
行示威之用，而是用作發動暴力衝擊的武器。為此，
警方日前已經出動逾百名警員清除「帳篷陣」內的危
險物品，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表示，未來數日立法會附
近會有數個大型公眾活動，呼籲市民不要把危險物品
帶回現場，避免被激進分子利用。

「佔領」風險不斷積聚
雖然一批危險物品已經被警方清走，但立法會的風險

卻仍未消除。激進分子仍然沒有收手的打算，現時立法會

門外已經積聚了逾200個帳篷，並且有愈來愈多之勢，有
一些帳篷更加裝上不少「防禦」設備，如鐵枝、鐵板等。
這種部署明顯是為了發動大型衝擊行動，甚至是為長期「佔
領」作準備。事實上，民陣召集人陳倩瑩已經揚言，在立
法會表決政改方案時，「會發動10萬人包圍立法會」，
並公開要求參與者帶備「護甲」參加，「防止警方襲擊」。
學聯秘書長羅冠聰早前到美國國會尋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
政改時，也表示「將會採取更激烈手段佔領立法會，反對
通過政改方案」；連沉寂了一段時間的「佔中」搞手陳健
民早前也指，「這次包圍立法會的抗爭，其手段將比上次
更為激進，讓當局難以對付」。這些都說明激進派已經有
再次發動「佔領」的計劃，而目標就是立法會。

反對派近日大力動員市民參與立法會門外的集會，
倘若有大批市民來到立法會外集會，不排除激進分子
屆時會突然發動衝擊立法會行動，繼而騎劫在場的市
民一同「佔領」立法會。不要忘記，去年「佔中」的

爆發，主要觸發點就是「學民思潮」黃之鋒在罷課集
會期間，突然發動參與者衝入政府總部外圍，引發與
警方的激烈衝突，最終導致「佔中」的爆發。現時激
進分子顯然意圖重施故伎，企圖藉大批市民集結在
立法會外圍，突然衝擊立法會，製造混亂。一些不明
就裡的市民隨時會受到裹脅，被他們「綑綁」參與
「佔領」，成為其違法衝擊的棋子。近日在立法會門
外的種種不尋常舉動，正正說明激進分子有意大鬧一
場。假如政改通過，他們肯定會發動「佔領」；就算
政改被否決，也不排除他們會照樣搞事。

「佔領」立會觸犯四宗罪
立法會是香港的立法機搆，立法會議員受到法律保

障，絕不容許激進人士以暴力手段脅迫。如果有政黨
或組織堅持要衝擊立法會，至少觸犯四宗罪：

第一，《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十九條規
定，凡任何人襲擊、妨礙或騷擾任何前往或離開會議
廳範圍，或在會議廳範圍內的任何議員，或藉武力或
恐嚇嘗試強迫任何議員宣佈贊成或反對立法會或任何
委員會的待決動議或事項，即屬犯罪，最高可被監禁
12個月。

第二，《公安條例》第八條及第十三A條訂明，擬舉行
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的通知，須於集會遊行日期最少7天
前以書面方式知會警務處處長，否則構成「非法集會」。

第三，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
序的行為或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行為，意圖

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
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
社會安寧等，則構成「非法集
結」。

第四，有激進人士揚言會堵塞立法會的出口及行車
道，不讓議員及其車輛離開，警方可以交通條例控告
集會者阻塞交通。

特區政府堅定執法中央不會坐視不理
政改方案是極為重要的法案，絕對不容激進分子以

武力威嚇投票議員，對投票的議員進行狙擊、包圍，
甚至「佔領」立法機關。香港是法治社會，特區政府
絕不會容許違法的「二次佔領」在立法會發生。警方
必定會做好萬全準備，將違法分子繩之以法。廣大市
民也不會認同違法行動。中央堅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
定，對於「佔領」行動不會坐視不理，不會任由他們
胡作非為，更不會讓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在香港發
生。如果激進分子一意孤行，必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香港市民和平、理性，儘管對政改有不同意見，也
會守法、克制地表達。在政改表決日將會有大批市民
到立法會門外表達意見。任何參與表達意見的市民都
須保持理性和平的態度，不要做出過激的行動，尤其
要警惕激進分子的險惡用心，防止被他們裹脅參與衝
擊行動，以此重演無法無天的「二次佔領」。市民應
該看清其圖謀，不要受其煽動，更要與所有激進分子
及違法行動劃清界線，不要被利用。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政改方案將於周三提交立法會審議表決。近日激進分子陸續將攻擊性武器運到立法會門外的

「帳篷陣」內，有人更在網上製作短片煽動青年在表決日暴力抗爭，加上民陣、學聯已揚言如

果政改通過，將會發動「佔領」立法會行動，這些都令人憂慮表決日將會爆發嚴重暴力衝突。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是法治社會，特區政府及警方一定會嚴正執法，不會容許「二次佔領」發

生，更不會容許台灣「太陽花學運」在香港重演，廣大市民也不會認同暴力衝擊行動，中央更

加不會坐視不理。激進派如果一意孤行，必將付出沉重的代價。一些準備到立法會就政改表達

意見的市民，也應與別有用心的激進分子劃清界線，以免成為其火中取栗的棋子。

■盧文端

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不容暴力衝擊立會

籲發揮正能量擁普
民建聯義工嘉許禮

端午節將至，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見圖）在
上周末化身為小義工，參加工聯會港島南地區服務處
的「萬粽齊心為公益」活動，在香港仔橋底包粽。新
婚不久的他由於工作繁忙，平日甚少入廚，今次要他
處理甚有難度的包粽工作，不免顯得雞手鴨腳。
郭議員笑說，自己每年都要重新學一次，而要將粽

包成形「好考工夫」，包起上來確實有點「論盡」，幸
好得到靚太義工的指導和監工才能完成任務。他說，這
批粽沒有肥肉及蛋黃，煮好後會派給區內的長者，包括
護老院內的「老友記」。 ■鄭治祖

「新沙士」危機不容小覷
「新沙士」
﹙正名為「中東
呼吸綜合症」，

MERS﹚肆虐韓國，短短一個月內已累積接近
90宗確診病例，當中6人死亡。而韓國一直是港
人旅遊熱點，交往頻繁，疫情隨時有機會蔓延
至香港。面對「新沙士」的威脅，港府初以
「歎慢板」態度應對，顯然危機感不足。

最近有港人從韓回港時出現疑似病徵，需要
隔離觀察，當局才意識到「新沙士」有可能襲
港的威脅。直到上周初，政府眾多部門中，仍
只有食衛局唱「獨腳戲」，向韓國發出「旅遊
健康建議」，市民擔心在外地時的自身健康之
餘，亦擔心若取消行程得不到合理的退款安
排。其後保安局才決定對韓國發出「紅色外遊
警示」，正式回應社會的疑慮和訴求。事件反

映部門未能及時協調以應對疫情，值得關注。
2003年「沙士」慘況，港人至今歷歷在目，
政府各部門有必要一起多做幾步，釋除市民憂
慮，從市民人身安全及健康出發，建立一套全
面的「外遊警示」機制，讓旅遊業界能按機制
採取相應措施，保障港人的外遊安全。
另一方面，韓國評估「新沙士」的影響力及
應對措施差強人意，直到疫情不受控，才宣布
停課及公布爆疫醫院名單。港府必須以韓國為
戒，適時評估「新沙士」對香港的威脅，加強
出入境檢疫、做好醫療機構的衛生工作，並呼
籲市民注意個人衛生，合力抵抗「新沙士」來
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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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自2007年成立義工團，每年都舉行義工嘉許
禮，服務達50小時或以上的義工，可獲頒發嘉許

銅獎；100小時或以上者獲銀獎；200小時或以上者則
獲金獎。今年，獲金、銀、銅獎者分別有1,579、1,463
及1,533位。三位義工朋友獲發「卓越義工」獎項，表
揚他們多年來在服務時數、投入感、責任心和實際貢
獻各方面的卓越表現。
超過2,600名來自十八區的義工昨日出席在灣仔伊館
舉行的嘉許禮。林鄭月娥和中聯辦社工部部長楊茂，香
港義工聯盟常務副主席馬浩文應邀擔任主禮嘉賓。民建
聯會務顧問及立法會議員曾鈺成、譚耀宗、葉國謙，副
主席張國鈞、彭長緯、陳勇、陳克勤、周浩鼎，及秘書
長陳學鋒、副秘書長葉傲冬、司庫黃建源及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等出席，與義工一起欣賞精彩節目。

李慧琼：為政制前行努力
李慧琼在致辭時對義工致以最衷心感謝，她表示，

民建聯義工團在2007年成立時，義工總人數只有千多
人，發展至今已超過7,000人，並一直貫徹民建聯「真
誠為香港」的精神，服務社群，各位義工們的努力和

貢獻，為香港的和諧、穩定和向前發展，發揮寶貴
的正能量。
她說：「香港正處於一個歷史抉擇的關鍵時刻，立

法會即將表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香港政制能夠繼
續向前發展，需要我們和全港市民發揮正能量，鼓勵
同敦促所有立法會議員，為香港前途和市民福祉作出
正確的抉擇，投下支持普選方案的一票。民建聯將與
大家一起努力，繼續服務社區，讓香港更加進步。」

林鄭謝民建聯努力推動民主
8年前見證義工團成立的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民

建聯義工團多年來在地區不斷努力，提供多元化的義
工服務，創建和諧社會，而且接觸層面廣泛，青年義
工能夠學習到課堂以外的知識，吸收寶貴的經驗，促

使社會各界發揮關愛互助精神，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
人士。
她續說，立法會將辯論及表決特區政府提出修改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的議案，立法會41位建制派議員，包
括12位民建聯議員已公開表示會支持方案，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也明確表示會在有需要時投票支持方案，然
後辭去立法會主席職務，「我對於民建聯堅定不移地
去支持特區政府的方案，在這裡致以衷心的謝意」。
林鄭月娥又對民建聯在過去20個月對於特區政府

政改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謝。除舉辦座談會和提
交意見書外，民建聯的成員更深入社區，向市民解
釋方案及爭取市民支持，「不管政府的方案最終是
否獲通過，民建聯在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的努力是大
家不會忘記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民建聯昨

日舉行義工嘉許禮。主禮嘉賓、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揚民建聯義工團對創

建和諧社會的努力，並感謝民建聯對香港政

制發展的貢獻。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立

法會即將表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需要

全港市民發揮正能量，鼓勵和敦促所有立法

會議員，為香港前途和市民福祉作出正確的

抉擇，投下支持普選方案的一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報道指，
特區政府「偷步」在馬鞍山區進行顧問研
究，為某私人發展商在區內發展郊野公園鋪
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以《無懼謠言與
挑戰、覓地工作不間斷》為題撰寫網誌，反
駁該報道捕風捉影、無中生有。

指8幅馬鞍山地均未有定案
陳茂波昨日在網誌指出，馬鞍山區進行

顧問研究屬工務部門恒常技術研究工作的
一部分，而涉及的8幅較長遠潛在可供房
屋發展的用地，全為政府土地，由於研究
仍屬初步階段，有關土地可否作房屋發展
及將作公營或私營房屋用途，均未有定
案。
就報道指當局欲透過該研究發展郊野公

園，陳茂波批評是無中生有，因為涉及的
8幅用地均位於郊野公園範圍外，主要位
於現有公路旁或植被已遭擾亂或破壞的綠
化地帶。他強調，已多次澄清現時沒有計
劃發展郊野公園作住宅用途。

受困土地缺乏但未「盲搶地」
他續說，若確定土地可作住宅用途，特

區政府將按既定政策和程序按需要清理有
關土地，然後交由房委會發展公營房屋，
或透過賣地計劃公開出售作私人房屋用
途，「根本不可能存在偏幫個別發展商的
情況」。
就近年政府覓地建屋，常被批評「盲搶

地」。陳茂波指，每次提出改劃建議前，
規劃署以及多個政府部門均做了相當準備
工夫及審視改劃影響，絕非外界所指的

「盲搶地」。
陳茂波以鴨脷洲駕駛學院用地的改劃建議為例，

指現時建議的房屋發展規模，對鴨脷洲內的主要道
路不會帶來不可接受的交通影響，料港鐵南港島線
（東段）通車後，亦將助改善當區交通。針對有居
民關注有關用地附近、位於海怡半島旁的石油氣庫
及石油製品轉運庫安全問題，陳茂波指機電署已作
初步氣體風險評估，認為問題可克服。
他最後指，香港社會現時面對土地缺乏的困境，

無疑是過去十多年受經濟波動影響，導致土地開發
工作曾停滯的結果。政府必須汲取教訓，土地規劃
及開發的工作必須持續。他希望大家能客觀、公
正、實事求是地看待土地開發工作，不要以偏概
全，甚至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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