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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情 與 評論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

全力挺梁 支持特區政府聚焦經濟民生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政改之爭，累港久矣！如今，政改之路已被反對派堵死，但香港的民生經濟還要往前走，
特首梁振英前天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匯報》，公布了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的諸多舉措，本
港市民應該走出政治爭拗的陰影，全力支持梁振英實施一攬子計劃。反對派議員已經當了一

香港的「命脈」，推出了扶貧、醫療、公屋建設、關
愛長者等一攬子改善民生的計劃。但是，政改爭拗耗
費了特區政府太多的時間、精力和太多的社會資源，
使得特區政府無暇實施。

聚焦經濟民生才有出路

次政改的「劊子手」，現在應該觀大勢、順民意、履職責，如果再當「劊子手」，扼殺民生
經濟項目，損害港人福祉，危害香港前行，必將自己置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政改方案被反對派議員無情否
決，「一人一票」選特首的夢想破滅，20個月的心血付
之東流，香港政改又回到原點，這是香港政制發展歷史
上的一大悲哀。連日來，本港市民為之憤慨，中央政府
和特區政府為之惋惜，聲討反對派議員的呼聲不絕於
耳，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反對派忤逆民意，把自己釘
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事物都有兩面性，政改
之路被反對派堵死，但香港的民生經濟還要往前走，
20 個月的政改爭拗有理由就此畫上句號，香港將開啟
另一條新的航程。前天，特首梁振英發表任內第三份
《施政匯報》，涉及到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的諸多內
容，廣大市民應該走出政治爭拗的陰影，全力支持梁
振英實施一攬子計劃。

政改爭拗造成慘重損失

反對派再當「劊子手」必被民眾拋棄
反對派態度取向歷來是「不合作」，反對派的拿手
好戲是用拉布搞對抗，此次政改方案未獲通過，反對
派充當了扼殺政改的「劊子手」，已經成為歷史的罪
人。梁振英聚焦民生經濟的計劃能否實現？許多項目
的實施，還有賴於立法會議員的投票，也就是說，反
對派議員掌握着生殺大權，這一次，他們會有何作
為？
如果反對派觀大勢、順民意，能為港人福祉着想，
為民生經濟項目放行，說明他們心中尚有一份良知，
尚有愧疚之感、彌補之心。如果反對派繼續搞「不合
作運動」，為反對而反對，為私利而拉布，為抗爭而
攬局，一意孤行，蠻不講理，則說明他們已經徹底不
顧市民的利益，把手中的公權當成了為自己謀利的私
器，這樣的「民意代表」還有什麼資格代表民意？必
將引發眾怒，「票債票償」並不遙遠。

長毛AV仁忽然富貴
陳雲生促廉署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文匯報日前獨家披露，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及民
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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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素來「呻窮」，卻「突然富貴」，極速償還了其中 250 萬元，更堅拒交代訟費
來源。本報記者昨日翻查資料再發現，兩人聘請的兩間律師事務所，涉及此案的律師費高達 300 萬
元。由於事件茲事體大，有區議員要求廉政公署介入調查。
仁」竟死咬不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但「長毛」及「AV
放。兩人於 2012 年先後向高等法院提出選舉呈請和申

請司法覆核被拒後，兩人再向特區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
最終全數被駁回，須向特首梁振英支付 273 萬元訟費。到今
年 3 月，兩人極速償還了其中的 250 萬元，至今仍拖欠特首
23 萬元，究竟兩人如何承擔過百萬元的龐大訟費？兩人至
今仍然堅拒交代訟費來源。
本報記者近日翻查資料再發現，兩人在訴訟中聘請的並
非義務律師：「AV 仁」由初審到終審，從頭到尾由「林偉
展、黎志超律師事務所」代表。「長毛」則最初由「何謝韋
律師事務所」代表，其後改為個人自辯，最後同樣改為由
「林偉展、黎志超律師事務所」代表。其後，兩人也將審議
訟費計算交由「何謝韋律師事務所」代表。
今年 3 月中旬，「AV 仁」曾「拖數唔還」，被「林偉
展、黎志超律師事務所」入稟高院「追債」200 多萬元的律
師費用。「AV 仁」當時死撐稱，雙方就律師費金額的評估
有異議，故須交由法庭定奪，但他「耍賴」拒絕透露涉及金
額及異議詳情。

無申報獲巨額捐款涉違《議事規則》
本報記者同時翻查了立法會的申報紀錄，發現兩人從無

申報曾接獲巨額捐款支付有關訟費，紀錄更未有提及有關的
還款詳情。根據申報紀錄，「AV 仁」最後一次申報紀錄為
去年 12 月 20 日，申報民主黨每月向他捐贈 10,000 元，用於
其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招聘職員。
「長毛」的最後一次申報則為去年 7 月 25 日，申報社民
連合共向他捐贈 241,513 元，而「四五行動」及社民連成員
■長毛最後申報時間是2014年7月25日。
曾健成「阿牛」亦分別向他捐贈642,606元及2,825元。
屯門區議員陳雲生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事件涉及
收「黎水」有前科 多年訟費涉千萬
公眾利益，但「長毛」並無向立法會申報，涉嫌違反《議事
事實上，「長毛」素來「呻窮」，還堅持多年「死霸」 規則》，又要求廉政公署徹查「長毛」錢從何來。
公屋，但竟能負擔「天文數字」的龐大訟費及律師費，惹來
「霸公屋」虛構「買票」損立會聲譽
各界譁然。早前，「長毛」曾被踢爆於 2013 年收受壹傳媒
他質疑道：「『長毛』是前言不對後語，他不斷聲稱自
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的 50 萬元「捐款」後，曾承認該筆「捐
款」一直交由律師保管，來應付「社民連」及他個人訴訟的 己經濟狀況欠佳，『長霸』公屋，又不時引用《議事規則》
「開支」，令人質疑是否有人在接受「捐款」後「代打官 攻擊建制派議員，但他竟寬己嚴人，我已經去信立法會個人
利益監察委員會要求跟進事件。」
司」。
陳雲生又批評，「長毛」在過去一年間涉及「四大操守
「長毛」早前接受傳媒訪問亦曾經揚言：「我輸了官司
先籌錢。未打完官司都唔知輸幾多錢。我唔怕埋唔到單，我 問題」：一、涉嫌收受黎智英「黑金捐款」；二、須接受立
亦不計算輸了多少錢，只是扣數而已。我也贏過不少，拉勻 法會紀律聆訊；三、虛構中央「一億買票事件」；四、龐大
來算還好。」多年來，「長毛」屢將政治問題訴諸法庭，粗 訟費來源成疑。他促請立法會嚴正徹查「長毛」的訟費來
源，以免破壞立法會多年來建立的聲譽。
略估計背負訟費至少高達千萬元。

立法會法律顧問馬耀添
幕後功臣
（Jimmy）及立法會副秘
書 長 林 鄭 寶 玲 （Justina），將分別於本月 31
日及下月 17 日榮休。一
眾立法會議員昨日在會議
結束後到大樓附近的酒樓
「 續 會 」 宴 別 。 Jimmy
說，自己尚「年輕」，已
在海富中心租了一個對着
立法會大樓的辦公室，重
新 執 業 。 Justina 則 形
容，在立法會的日子開心較不開心為多，但笑說面對成千上萬的修正案，和彷彿永無休止
的點票鐘聲，自己已「有少少幻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大不可「拖字訣」處理捐款事件
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以
及「佔中」發起人兼該院副教授戴
耀廷捲入的匿名處理捐款事件，港
大審核委員會已完成報告，日前港
大校委會舉行投票，結果最多委員
選擇「接納報告，並由校委會再討
論如何處理」。事件擾攘了大半
年，公眾很想知道，陳戴二人有沒
有依港大的指引辦事，收取使用匿名捐款有沒有觸犯
法律，為何要把捐款地下化、秘密化？港大校委會採

「正義」 月組黨備戰區選

香港本是一個商業氛圍很濃的社會，許多市民具有
務實理性的品質和崇尚法治的精神。然而，持續 20 個
月的政改爭拗，造成了極大內耗，給香港造成至少五
個方面的損失：

一是經濟持續下滑。香港 2013 年 GDP 增長 2.9%，低
於此前預測的 3%，而 2014 年 GDP 增長繼續維持 2.3%
的低水平。2015 年第一季，GDP 增長 2.1%，繼續呈現
下滑趨勢。
二是社會人心撕裂。在反對派的鼓噪下，親朋好
友、同事同學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甚至反目成仇，
人與人之間信任缺失，以對抗代替合作，以暴虐代替
和睦，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社會裂痕越來越深。
三是營商環境惡化。世界經濟論壇、瑞士洛桑國際
管理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競爭力研究所，以及
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發表的競爭力報告都顯示，香港的
營商環境惡化。去年以來，本港競爭力進一步削弱，
已經無法與新加坡同日而語，在許多方面也落後於上
海、深圳。
四是法治精神受損。去年持續 79 天的非法「佔中」
行動，造成交通堵塞、店舖關門、股市下跌、遊客銳
減，襲警事件頻發，社會秩序混亂，「港獨」言論和
行為泛起，法律底線受到挑戰，法治環境遭到破壞，
港人崇尚法治的價值觀受到衝擊。
五是民生改善停滯。梁振英就任特首之初就把準了

政改之爭，累港累民！已經讓香港失分不少，香港
要向前走，必須實施「加分項目」。特首梁振英發表
任內第三份《施政匯報》中亮點不少，許多「加分項
目」讓人耳目一新。
在民生方面，採取「供應主導」的策略破解住房緊
缺難題，今後10年期的房屋供應目標為48萬個單位，致
力於 5 年內將約 150 幅土地改做房屋發展，供應約 21 萬
個單位，全力推展各個發展區和新市鎮擴展。這將為房
屋建設拓展巨大空間，香港房屋總體供應量的增加，可
徹底破解住房難題。扶貧安老助弱的內容也更加具體實
在，比如，從明年第二季起推行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等，都是聚焦市民所需的務實之舉。
在經濟方面，拓展與內地的合作範圍，繼「滬港通」
之後，今年期望啟動「深港通」，在CEPA框架下，廣
東省落實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成立「閩港合作會
議」，這些舉措都將為香港經濟帶來又一份「紅利」。
同時，拓展國際合作空間，繼續與包括東盟、智利、沙
特阿拉伯等落實和推動多項投資貿易協定，加強與新興
市場的經貿合作，搭建更多的合作平台。
在交通運輸方面，到 2031 年內完成 7 個新鐵路項
目，香港國際機場落成啟用 3 個跑道。同時，把握港珠
澳大橋建設等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機遇，拓展香

港的發展空間。
毋容置疑，這些年來，貧富
差距拉大、就業崗位減少、老
■屠海鳴
齡人口增加、市民住房困難、
「夾心階層」生活艱難、城市競爭力下滑等等，都是
香港的「心病」。美麗的外衣之下，難掩現實的脆弱
與尷尬。只有聚焦民生經濟，香港才有出路。梁振英
提出的這些「加分項目」如能順利推動，則能解決香
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增強經濟活力，縮小貧富差
距，紓解底層社會的負面情緒，讓香港的路子越走越
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
嫣昨日宣布籌組「正義聯盟
黨」，並於 8 月正式成立，更
積極考慮派員出戰年底區議會
選舉，甚至爭取晉身立法會。
李偲嫣昨日指出，自「佔
領」行動以來，香港市民對
「黃藍」兩陣對壘的政治局面
感到非常厭倦，而眼見不少政
黨出現老化及人才凋零問題，
故希望成立政黨，為香港政治
尋求第三條出路。
她續稱，該黨將於 8 月 8 日下
午正式成立，並由 12 名核心成
員組成，自己將出任黨主席一
職，並會邀請來自教育、法
律、財經、民生、社福界別人
士出任顧問，及吸納不同範疇
的人才及青年加入。
李偲嫣稱，該黨將動員出戰
區議會選舉，主攻兩大選區，
甚至考慮派人出戰立法會其中
一個選區，自己也積極考慮出
戰區議會或立法會選舉。被問
及會否參與湯家驊辭職後的新
界東補選，她就指礙於時間緊
迫，人力、資源的局限，會
「努力考慮」參選與否。
她表示，「正義聯盟」不是「激進
建制派」，成立政黨後，在政治光譜
上屬「深藍」背景和「行動派」，並
繼續秉持愛國愛港和撐警的精神，及
將視建制派為朋友，但卻「和而不
同」。該黨成立後，會向特區政府提
交有關教育、青年、社福等各範疇的
研究報告，提供意見及監察施政，同
時會針對「一啲破壞香港、擾亂民
生」的激進派、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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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叔澄清暫無意辭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
日有傳年屆 78 歲的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新界鄉議局前主席劉皇發（發
叔），可能會因健康問題而辭去立
法會議席。劉皇發昨日透過鄉議局
發聲明澄清指，有關他打算辭去立
法會議席的傳言實屬不確，並強調
其身體正在康復中，「並無其他確
切的理由需要在此時作出請辭。」
劉皇發昨日在接受本報查詢時表
示，有關他辭職的消息只是謠言，
並強調自己是代表鄉議局出任立法
會議員，他做任何決定都要向鄉議
局和新界村民交代，「有好多考

徐 庶

取「拖字訣」，討論又討論，就是不結論，不追究二
人的責任，究竟意欲何為？
捐贈如果是光明正大用於教學上，戴耀廷根本不需
要將捐款人埋名隱姓，根本不需要在輿論追問下擠牙
膏式地作出不清不楚的解釋，留下一大堆疑團。眾所
周知，戴耀廷、陳文敏都深深捲入違法的「佔中」行
動，「佔中」與法治精神和提倡法治的學術研究背道
而馳，挑戰基本法、挑戰「一國兩制」、違憲違法。
要調查有關捐款是否與「佔中」有關並不困難，可以
弄清楚有關人士隱瞞捐款的動機，弄清捐贈的來龍去

慮。」被問到會否完成餘下約一年
任期，他說「不一定」，又指即使
辭職也需要周詳考慮善後工作。
據了解，劉皇發長子、新任鄉議
局主席劉業強昨日也向鄉紳澄清，
有關發叔辭職的消息並不真確，並
強調發叔一定會完成整屆立法會任
期。
有鄉議局中人亦指，劉皇發必定
會完成本屆任期，不會半途辭職。
至於下屆是否由劉業強接班，目前
仍言之尚早，「點解咁快搵接班
人？可能發叔仲想繼續做。」但一
切要視乎發叔的身體狀況而定。

脈，讓公眾看清有關人等在匿名捐款中扮演的角色，
有何居心，該負何責任，也讓人看清港大是否有決
心、有能力徹查事件，維護港大的聲譽。但是，港大
校委會花那麼長的時間，始終不肯作出明確的交代，
處理事件「耍太極」、「遊花園」、負責調查的各委
員會互相「踢皮球」，採取拖延戰術。校委繼續討
論？不知要討論到何年何月，事件才能真相大白，或
是永遠也不可能有答案。
看來，港大校委會根本就不想處理捐款事件，不想
處分戴耀廷、陳文敏，希望通過冷處理，以時間來淡
化事件。希望時間長了，市民不再關注事件，戴耀
廷、陳文敏也就安然無恙。中國歷史上，運用拖字訣
的高手就是劉備。他向吳國借了荊州，吳國派魯肅去

索回。劉備沒說不歸還，但也不說何時歸還，只是再
三拖延，還大打悲情牌，對魯肅垂淚，不要逼得太
緊。後人形容這為「遙遙千里來西蜀，欲問荊州那日
還；劉備不言聲淚下，自思無策轉吳間」。
廣大市民要求追究匿名捐款事件的真相和責任，港
大主事者不敢說不調查，卻一直強調「繼續研究討
論」，這種官腔十足、軟泡硬磨的「推手」，可見港
大有人確是學到英國人的真傳，也說明英國人在港大
安插的潛伏者盤根錯節。一件簡單的匿名捐款事件，
隨時可以拖個兩三年，最終不了了之，讓違法亂港的
「戰略同盟者」逍遙法外。只是，廣大有良知的市
民，會容忍港大對捐款事件沒了期地「研究討論」
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