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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退黨 公民黨前途黯淡
高天問

公民黨創黨成員湯家驊宣布退出公民黨和辭任立法會議員，標誌着公民黨遠離創黨的宗
旨，遠離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基礎上爭取民主的目標，不斷地走向激進，走向「港
獨」，頑固與中央對抗，破壞香港繁榮穩定，違背七百萬港人的意願，不會有任何發展的空
間。湯家驊深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離開公民黨的是非之地，是有遠見的行動。公民
黨走上激進抗爭的不歸路，違背主流民意，讓廣大市民失望，前途黯淡 。
湯家驊強調，離開是因為與公民黨現時的理念偏離
太遠。
2010 年，公民黨放棄溫和路線，與激進的社民連緊
密擁抱，結成「命運共同體」，策動「五區公投」，
企圖將香港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是公民黨挑戰基本
法和「一國兩制」的轉折點。從這一步開始，公民黨
背叛了承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黨綱和章程。這
也是湯家驊決意與公民黨主流派梁家傑、余若薇分道
揚鑣的開始，這種分歧，不斷公開化。此次政改，湯
家驊認為反對派繼續對抗中央，普選就會止步，香港
將失去普選的良機。但是，梁家傑認為「袋住先就是
袋一世」，堅決否決中央「指鹿為馬」的「爛方
案」。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湯家驊對公民黨徹底失
望。

公民黨反中亂港越來越激
2012 年，公民黨在立法會選舉中，公然祭出「反洗
腦」、「反國教」、「反赤化」等競選口號，凡是不
同意他們政見的參選者和選民，公民黨一律攻擊為
「土共」、「港奸」，這是反民主、反「一國兩制」
的大暴露。
2013 年，公民黨派出鄭宇碩到台灣，與民進黨的施
明德勾結，向「台獨」勢力取經，結為「命運共同
體」，抗拒「一國兩制」，大力宣傳「今日香港、明
日台灣」，為「台獨」分子撐腰打氣。
2013 年 8 月底，公民黨毛孟靜與立法會議員范國威
（新民主同盟）、張超雄（工黨）、環保觸覺主席譚
凱邦、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發言人韓連山及多名社運人
士在facebook發起「抗融合．拒赤化」行動，在台灣具

有深綠色彩的《自由時報》刊登「香港面對嚴重中國
化，請台灣引以為鑑」的廣告，為「台獨」分子抗拒
「一國兩制」效勞。
2013 年 9 月 12 日，公民黨梁家傑發表文章稱，「佔
領中環」的發起人與支持者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爭
取「真普選」。為有效抗衡通過提名委員會，「真普
聯」提出「公民提名」方案。這是公然違反基本法，
架空提名委員會，鼓吹讓香港走向獨立的普選方案。
2014 年12 月28 日，梁家傑再次連任公民黨主席 ，強
調要把「本土主義」寫進創黨宣言及黨綱，修改創黨
綱領。梁家傑提出，該黨日後制訂政策立場和政綱
時，要引入「本土角度主流化」，又指若有機會向國
家主席習近平進言，會請他在意念上把香港切割，讓
香港免受內地操控，讓香港成為內地的「民主試驗
場」。梁家傑企圖把香港從中國的版圖分裂出去，不
再受到中央管轄，把香港變成一個親西方的政治實
體，成為顛覆內地的「民主試驗基地」。

內外交困步入衰落之路
最近幾年，香港激進勢力不斷膨脹，「港獨」囂張
跋扈，綁架溫和民主派，公民黨起了極其惡劣的作
用。公民黨以為越激越好，可以搶奪民主黨的反對派

長毛訟費無申報
陳雲生促廉署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文匯報昨日獨家披露，社民連主
席「長毛」梁國雄及民主黨立法會議員「AV 仁」何俊仁司法覆核 2012
年特首選舉結果失敗，須向特首梁振英支付 273 萬元訟費，一直「呻
窮」的他們竟可極速償還了其中 250 萬元，卻拒絕交代錢從何來。屯門
區議員陳雲生昨日致函廉政公署，指梁國雄無向立法會申報，涉嫌違反
議事規則，促請廉署徹查梁錢從何來。有網民昨日批評梁國雄及反對派
劣跡斑斑。

有 250 萬付訟費卻霸佔公屋

指梁國雄操守令人存疑
陳雲生強調，梁國雄年前已涉及「政治

網民質疑是否有「肥水」射住
「香港討論區」昨日有網民引用本報報
道，批評梁國雄及反對派劣跡斑斑。
「rootvoice」質 疑 ， 反 對 派 背 後 有「 大 水
喉」
，
「銀紙多多都有」
。
「alexanderng」
將矛
頭直指「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集團
創辦人黎智英：「仲使問？梗係肥佬啦！」
「mazingerv1」質疑梁國雄財富與收入不相
稱 ，「巴士塞龍門」就認為梁國雄若以個
人名義償還訟費，可能會超過入息及資產
上限，需要歸還公屋。

公僕加薪超薪趨 鄧國威指符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早前
正式「拍板」通過公務員今年調薪幅度，首長級與高級公務
員加薪3.96%，中級與低級公務員加薪4.62%，並追溯至今年
4月1日起生效。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
均歡迎當局在薪酬趨勢淨指標上，額外多加0.5%的做法，但
認為現有薪酬趨勢調查機制對已達頂薪點的逾半數公務員造
成不公，促請當局檢討。

民記表示歡迎 指回歸後首次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公
務員加薪，工聯會議員鄧家彪，及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議員謝偉銓均認為，當局並非盲從薪酬趨勢淨指標的做法有
進步。民建聯議員梁志祥也表示，該黨對加幅表示歡迎，但
認為今次在薪酬趨勢淨指標再額外增薪屬回歸後第一次的做
法，擔心日後加薪時會否更加被動。

王國興認為幅度可再調高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則以港鐵加價 4.3%作比較，認為公務
員加薪幅度應進一步調高，並認為當局應以甲類消費物價
指數過去12個月的6.1%平均加幅作加薪參考。
多名工聯會議員也指，薪酬趨勢淨指標是扣減了遞增薪
點，對已達頂薪點的公務員做成不公。郭偉強建議當局讓
領取頂薪點公務員的加薪幅度參考未扣減遞增薪點的薪酬
趨勢總指標。根據公務員事務局資料顯示，2014 年至 2015
年度有 54%公務員已達頂薪點，當中以中級公務員的比例

最高(59%)。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在回應時指出，特區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公務員加薪幅度時，一如以往地按既定
機制，考慮6項因素下決定，「今年有別於以往，調酬幅度
與淨指標不同，但符合既定機制，因機制從無規定要將幅
度定於淨指標水平。」他強調，現行機制不容否定，淨指
標亦十分重要，過往亦有不跟隨淨指標幅度加薪的做法。
他重申，行政長官在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最終加幅時已考
慮生活指數，但並非與通脹掛鈎，而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只
反映 50%住戶開支，代表性不是太高，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則能反映90%住戶開支。
鄧國威續說，扣減遞增薪點的做法，是按照 1988 年的調
查實行，行之有效，任何改變都涉及龐大與長遠的財政影
響，且薪酬趨勢總指標包含了私人機構的僱員離職獎賞，
扣減遞增薪點做法合理。
工黨主席李卓人在會上則質疑當局額外加薪0.5%的做法，
是因應政改而作的「政治加薪」，目的是安撫公務員。民建
聯議員梁志祥表明不認同其說法。鄧國威在回應時強調，最
終加幅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盤考慮6項因素下作的決定，
其中的「公務員士氣」難以量化。鄧國威表示，如公務員加
薪建議在立法會無「拉布」的情況於下月中獲財委會批准，
期望最快可於下月底實施。
委員會最終通過一項無約束力的動議，「要求當局立即檢
討自1989年實施的扣減增薪額開支的政策，以利過半數達頂
薪點的公務員能獲合理加薪，並在半年內提交檢討結果。」

練乙錚鼓吹「倒梁」為反對派卸責
反對派否決了普選方案，扼殺了普
選，所謂「重新啟動政改」，根本是
天方夜譚。反對派不承認中央在香港
政制發展的主導權，一定要否決人大
「8．31」決定，即使重啟也面對同樣
問題，是繞不過關口，除非反對派能
改變立場。否決政改，反民主、反民
意、反中央，反對派在政治上已經走入死胡同。
練乙錚卻想轉移視線，幫反對派推卸否決政改的責
任，將政爭矛頭指向特首梁振英，為反對派找尋脫困
的出路。練乙錚發表文章指：「梁特首個任期只剩下

徐 庶

兩年，是時候北京當局開始認真考慮他的去留問題。
怎麼考慮呢？梁特首對黨忠誠自是讓他連任的最大原
因。不過，在他治下發生『三年自然災害』之後，香
港已被折騰得體無完膚奄奄一息；兩年之後若再由他
多搞五年，大批『貧賤不能移（民）』的香港人到時
可能想拚了命鬧獨立。」
香港人都清楚知道，中央的立場相當明確，政改方
案是一塊試金石，可檢驗香港誰人支持基本法、支持
「一國兩制」。梁振英和建制派堅定地維護基本法，
全力支持「一國兩制」，是真正的愛國愛港力量。反
對派否決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普選方案，破壞香

道歉研立例 諮詢 周

曾多次向廉署舉報議員不當收受捐款的
陳雲生昨日致函廉署，指梁國雄一向對外
聲稱經濟狀況欠佳，並以此為藉口，長期
霸佔公屋，包括於本月中更曾在報章聲稱
要為訟費公開籌款，但原來早在 3 月已償
還 250 萬元訟費，即是此 250 萬元為籌款所

得。
他表示，至今未見梁國雄向立法會申
報，及向公眾交代籌款過程及細節，不但
令市民質疑錢從何來，也抵觸了議事規則
第八十三條第三款及第五款。

獻金」事件，月前又聲稱遭人「買票賄
賂」，足以證明梁國雄的操守、誠信和品
格令人存疑，又由於梁國雄身為公職人員，
其行為不但受條文約束，也令社會廣泛關
注，促請廉署嚴肅正視梁國雄錢從何來，
徹查清楚，給公眾一個真相。

龍頭地位。這種激進的做法，更加暴露公民黨拋棄基
本法、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的圖謀。
公民黨走上激進抗爭的不歸路，遭到廣大市民的反
對。一個反覆無常、背叛自己的政黨沒有公信力。湯
家驊就是看到，既然創黨的理念不存在了，要影響這
個政黨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另尋新出路，才是一個
明智的決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後，湯家驊不同
意以要挾的手段對抗中央，認為這樣做只會破壞雙方
的互信，破壞落實普選的前景。他多次試圖「撮合」
反對派中人與中央官員會面，希望能夠打破僵局。但
是公民黨對湯家驊的建議根本不接納。更重要的是，
公民黨的本土少壯派迅速冒起，搶着上位，恨不得馬
上將湯家驊取而代之，不斷散播不利湯家驊的謠言，
令湯家驊更加明白，公民黨並非他的容身之處。
湯家驊退出公民黨具有示範效應，將會有更多專業
人士、有識之士退出公民黨，其他的溫和反對派也將
擺脫公民黨的綑綁，走自己的路。公民黨已經步入衰
落之路，其他反對派政黨對湯家驊辭任空出來的議席
虎視眈眈，絕不會讓公民黨輕易拿回，一場政治惡鬥
將上演，好戲還在後頭。

■港交所 15 周年酒會，左起：孫湘一、陳家強、周松崗、梁振英、李小加、宋如安等嘉賓
祝酒。
張偉民 攝

「佔」
時仍開
「滬港通」
特首：證中央信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特首梁振
英昨於港交所(0388)上市 15 周年酒會上致辭
時表示，港交所連繫內地及國際資本市場，
扮演一個「超級連繫人」的角色，希望未來
港交所繼續發展其他類型的投資市場。梁振
英又感謝中央政府，去年在香港發生違法
「佔中」期間，仍開通「滬港通」，代表中
央對本港信任及有信心，相信未來會有「深
港通」出現。

料「深港通」發展會更好
梁振英昨日指出，「滬港通」為香港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調解督導委員會
昨日就是否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
展開6個星期的公眾諮詢。
委員會昨日指，當不幸事故發生
後，造成傷害一方可能有意就受傷
害的一方所蒙受的損失及痛苦，向
後者表達他的歉意。縱使前者真誠
相信自己沒有做錯，但出於好心及
善意，仍想向對方表達慰問或同情。
然而，各方一般都不願意作出道歉，
而律師通常也不願建議當事人道歉。
原因是道歉的法律後果並不完全清
晰，而且道歉可能會在相關的法律
程序中被用作確定法律責任的依據。
道歉法例的主要目的是藉着澄
清道歉的法律後果，提倡和鼓勵
道歉，以促使各方可以友善地和
解爭議。
道歉法例並非新事物，已在其
他多個司法管轄區制定，包括美
國、加拿大、澳洲和英國。
《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諮詢文
件》已上載於網頁：www.doj.gov.hk/chi/
public/apology.html。市民亦可在民政事務
總署各區諮詢服務中心索取諮詢文件摘
要。意見書則可郵寄香港上環林士街二號
林士街多層停車場大廈十樓或電郵 mediation@doj.gov.hk 予調解督導委員會。諮詢
將於今年8月3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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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繁榮穩定，鼓吹散播「本土主義」、「港獨」，企
圖把香港變成顛覆內地的橋頭堡，是對抗中央的死硬
派。練乙錚多次發表煽動「港獨」的文章，如今為配
合反對派否決政改，公然提出要中央撤換梁振英，完
全是癡人說夢。
普選行政長官，歸根到底，是政權掌握在什麼人手
上的問題。根據基本法設計有提名委員會的普選方
案，就是要確保落實普選，香港的管治權仍要掌握在
愛國愛港力量手上，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不受
侵犯和損害。
世界各國的普選制度，都要保護主權和安全，這才
是國際標準。回歸以來，反對派對每一任行政長官都
要「打倒」，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都在「打倒」
之列。對於基本法二十三條保障國家安全的立法，反

帶來一個新高度，也有助人民幣國際化及開
放資本，他相信「滬港通」是一個起點，未
來「深港通」會有更好的發展。他又希望，
港交所可繼續發展其他類型的投資產品市
場，包括大宗商品等。
他續說，香港與內地互聯互通，有助國際資
本進入內地市場，現時內地的「一帶一路」政
策及亞投行，都是新的機遇。他相信，香港在
融資和金融服務方面，可以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且香港競爭力很強，他認為應該好好抓緊這些
發展機遇，助內地推動「一帶一路」政策，以
及參與亞投行的發展。

H0
43(
1
*
5*

3
(


5*

對派更堅決反對。反對派否決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
案，要爭取「公民提名」的「真普選」，其用心就是
奪取管治權，對抗中央。練乙錚挖空心思，在否決政
改後，立即散播中央要撤換梁振英的謠言，也是為了
幫助反對派奪權。
梁振英依靠香港市民，粉碎港版「顏色革命」，施
政有力，維護基本法有功；最近全力推動經濟民生建
設，不再受政改爭拗綑綁，開創了新局面，受到了各
個政黨和市民的好評。梁振英既有大刀闊斧推行施政
的魄力，也有精細部署的慎密，是出色的行政長官，
香港主流民意支持梁振英，中央政府也支持他。俗話
說，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練乙錚要推翻梁振
英，只能適得其反，不可能動搖梁振英的特首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