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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委會正式通過加會審議餘下多項
議程，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拖延3年
的創科局撥款。設立創科局，不但是
香港長遠發展的需要，更是資訊科技
業界一直爭取的目標。現在設局只欠
臨門一腳，莫乃光身為資訊科技界議
員理應力促成事，為業界提供更好的
發展空間。然而，莫乃光卻在設局上

左搖右擺，口說支持，但又多次配合拉布；口說認同
設局的重要，但對於激進派的拉布又沒有批評半句，
這說明什麼？說明莫乃光在創科局設局上完全是政治
掛帥，沒有顧及業界的利益。這樣的議員還如何代表

業界？不如乾脆加入「人民力量」、社民連罷了。
激進派要對創科局拉布，並不奇怪，原因是他們已

經拉布拉昏了腦，只要滿足到其支持者的喜好，保住
陳偉業、黃毓民、梁國雄等人的議席，他們可以一年
365日都在破壞，都在拖香港後腿，他們既然連低收入
津貼、綜援出「三糧」都可以拉布，對創科局拉布自
然也是意料之內。至於其他反對派政黨，雖無拉布之
名，卻有拉布之實，不斷在縱容、偏袒甚至配合拉布
議員。原因很簡單，他們為了「倒梁」已經失去理
智，拉布搞垮政府施政，藉此打擊特區政府正是他們
「主路線」，不過為了顧及中間選民觀感才沒有宣之
於口。但最令人憤怒的，卻是連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

光也沒有站出來旗幟鮮明的支持設局，不敢大力批評
拉布，甚至在半推半就之下予以配合，為了服從反對
派的「主路線」，不惜出賣業界。
莫乃光不要忘記，他的議席是業界選民選出來的，
而在競選時，他的主要政綱就是爭取設立創科局，在
當選後，莫乃光去年更集合43個資訊科技界團體要求
「立即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及後更在立法會提出動
議「促請政府盡快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並獲通過。由
此可見，設立創科局一直是莫乃光的主要訴求。但現
在創科局只差最後一步，只要反對派不拉布，創科局
就可以設立，屆時香港的科技政策將有更強而有力的
統籌，業界的發展空間將會大大拓闊，香港的經濟也
可以得到發展，是一個多贏的方案，莫乃光如果還有
一點理智，都沒有理由阻礙。
但莫乃光近期卻言論一轉，不斷抨擊政府的設局建

議，意思似乎是設局建議大可押後，而早前反對派在
財委會的拉布中，莫乃光也有參與其中，說明莫乃光
已經背棄了自己對選民的承諾，為了配合反對派打擊
政府施政的立場，不惜對創科局拉布，令設局繼續拖
延，令業界繼續難以得到支援。如果現在創科局再因
拉布受阻，必令反對派變本加厲，在10月立法會復會
之後，拉布戰同樣會開打，難道一項有利香港的政策
就要如此無止境的拖延下去？莫乃光沒有盡其職責阻
止拉布，沒有大力支持創科局建議，行為已經是公然
出賣選民。
其實，由單仲偕擔當資訊科技界議員開始，到現在

莫乃光，基本上反對派議員對於業界的發展一點貢獻
都沒有，只是全副精力搞政治，罔顧業界關注。現在
莫乃光更背棄對選民的承諾，這些人試問如何代表業
界？他們代表的，其實只是反對派而已。

莫乃光出賣業界還如何代表業界？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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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段時間，有內地個別律師打「維權」的旗
號，炒作敏感事件，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從中「名利
雙收」。這些別有用心的所作所為，不僅違反了律師
的職業道德，更是知法犯法。內地執法部門依法對這
些律師中的害群之馬進行打擊，完全是維護法治和正
常秩序的必要舉措。內地現正堅定不移全面落實依法
治國的方針，包括律師在內的所有人，都要按照法律
的規範行事，不可以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維權」律師惡意炒作激化矛盾從中牟利
近期，內地個別律師，以「維權」、「正義」、

「公益」為名，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之實，企圖達到
不可告人目的。例如，今年5月，黑龍江發生「慶安事
件」。警察依規合法開槍，卻被炒作成「槍殺訪
民」，就是由這些「維權」律師率先炒作，然後通過

互聯網散播，迅速演變成一起轟動一時的輿論事件。
「維權」律師和網絡打手很快就在微信建立了「慶安
事件維權群」，散佈「徐純合(因涉嫌搶奪民警槍械而
被擊中者)是訪民」、「警察開槍是領導指使」等所謂
「內幕消息」，「警察槍殺訪民」的謠言在網上迅速
擴散。接着，另外6名「維權」律師就在慶安火車站打
橫幅，並與徐純合的母親簽訂代理書，企圖從中牟
利。把一件正常的執法事件炒作成熱點事件，甚至形
容為「警察槍殺訪民」，誤導不明真相的群眾和網民
上街抗爭，煽動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是這些「維權」
律師所慣用伎倆。因為這樣做，一來可以令「維權」
律師一炮而紅，樹立「維護正義」的形象，為其招攬
業務帶來便利；二來也可以從中收取代理費牟利。

《蘋果日報》對「維權」律師違法行為隻字不提

極少數「維權」律師的行為，嚴重違背了律師的職
業道德。由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頒佈的《律師職業道德
基本準則》第四條明確指出：「律師應當把維護公平
正義作為核心價值追求」，應該「引導當事人依法理
性維權，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但是，極少數「維
權」律師的行為非但沒有引導當事人理性維權，反而
唯恐社會不亂，把一些局部性的小事炒作成全國性沸
沸揚揚的事件，引發社會不安，以便他們從中謀利。
這顯然與律師的職業道德格格不入。而且，「維權」
律師在炒作和慫恿當事人把事情鬧大的過程中，也嚴
重擾亂公眾秩序，構成犯罪。《蘋果日報》的社論對
「維權」律師的違法行為隻字不提，只是片面指責內
地執法部門，抹黑內地政治黑暗，法律是打擊人民的
工具，可見該報「逢內地必反」的險惡用心。

據最新統計，目前內地律師事務所約有1萬3千多
家，律師人數為23萬多人。他們絕大部分都法治信仰
堅定，嚴格遵守律師的職業道德規範，自覺擁護憲法
和法律尊嚴，把執業為民作為宗旨。他們在工作過程
中，都是以法律為準則，嚴格依法履行職責，贊同需
要依法維護公共秩序。因此，他們在接受當事人委託
時，都會按照律師的職業道德，積極引導當事人既要
依法維權，更要採取理性的方式爭取，不能破壞社會
穩定。他們的努力，不僅得到當事人的信任，也對社

會穩定作出貢獻。

國家堅定不移推動依法治國
近年來，國家在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推動依法

治國方面也邁開了大步，尤其是去年10月，中共第十
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
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指出：「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
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
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標誌依法治國已經成為了國家發展的根本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決定之中，對律師行業也提
出了具前瞻性的發展要求和目標。該決定的第二條強
調，要加強法律服務隊伍的建設，對律師行業如何發
展，提出戰略性的指導方向；第四條指出，「要健全
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強化法律在維護群眾利
益、化解社會矛盾中的權威地位，引導和支持人們理
性表達訴求、依法維護權益，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
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這些要求，體現出內地對律
師的發展以及民眾的利益問題是非常關心的，希望能
夠依照法律來解決維權問題。只要大家依法辦事，律
師行業的發展空間相當廣闊。《蘋果日報》的社論，
只是顛倒是非、罔顧事實的胡言亂語。

文平理

日前，內地公安部門摧毀了一個以北京某律師事務所為平台，網絡遍及多個省市，「維

權」律師、推手、「訪民」相互勾連、滋事擾序的重大犯罪團夥，包括律師在內的多名犯罪

嫌疑人被拘留。對此，《蘋果日報》昨天的社論以「黑色風暴」等詞語大肆抹黑，甚至引用

美國人的聲明進行攻擊，充分暴露其居心叵測，渲染內地打壓人權、破壞法治的負面影響，

借事件醜化內地形象。

《蘋果日報》抹黑內地拘留滋事律師居心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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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昨日起一連5
日加開會議，討論餘下
10多項工務和民生相
關項目，以及審議成立
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
請，惟反對派繼續瘋狂
拉布，企圖在休會前
「拖死」創科局，最終
昨日全日3節共6小時
的會議，僅通過了3項
撥款申請。有建制派議
員批評，反對派議員問
題重複，拉布目的只為
拖延創科局成立，促請
拉布議員適可而止，不
要為難特區官員。
財委會昨日起加開5

日會議，合共 28 小
時，繼續審議餘下6項
工務工程、5項和民生
相關的議程，及2項有
關創科局的撥款申請。
財委會昨晨先召開兩節
共4小時的會議，但在
激進反對派議員不斷提
問下，只通過了2項撥
款申請。
首節會議討論特區政

府申請將啟德發展計劃
區域供冷系統第三期工
程的預算費，提高6.6
億元至 37.52 億元。
「拉布三丑」之一的
「人民力量」議員陳偉
業（大嚿），會上以近
日食水含鉛風波借題發
揮，聲稱要「關注」有
關工程項目的建造，是
否涉及九龍灣啟晴邨總

承建商，即中國建築工程（香港）
有限公司簽署任何合約。

大嚿炒作鉛水阻撥款
他又稱，有關項目涉及大量鐵和

銅等物料，要求當局交代有關的預
製組件是否會在內地製造。在表決
前，他更提出修正案，稱中建在未
能證明與啟晴邨供水工程失誤完全
無關前，不能投標有關工程或達成
任何相關協議。
最後，有關動議以24票反對、8

票贊成、1票棄權被否決。
機電署助理署長賴漢忠在回應時

指，有關項目會受嚴格監察，包括會
派員到地盤監督，及定期派人到內地
進行抽查。經過兩個多小時討論後，
財委會通過了有關撥款申請。
第二節會議則合併討論8項社區重

點項目工程撥款，涉及5.97億元，
包括沙田區議會建議以7,800萬元在
大圍明渠上興建約2,000平方米的平
台，及建造一個5人足球場，和重建
荃灣西樓角花園，及新增一個2,000
呎多用途活動室，和摩士公園改善
工程等。

王國興批重複提問拖延
反對派在有關項目上繼續糾纏不

休。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在發言時指
出，多項有關的工程過去經過立法
會多次討論，原本並無問題，但由
於反對派拉布以圖拖延創科局成
立，因此要以會議作為犧牲品。他
直斥反對派問題重複，促請拉布議
員適可而止，不要為難官員。最
後，有關的撥款申請獲得通過。
財委會晚上再召開第三節會議，

討論元朗淨水設施工程項目。社民
連議員梁國雄稱，擔心后海灣的蠔
會否受到重金屬污染。環保署助理
署長阮慧賢回應說，后海灣污水廠
主要處理生活污水，因此附近一帶
水質含重金屬的問題不大。財委會
主席張宇人則多次要求拉布議員不
要離題。最終，有關項目終在2小時
的會議後通過。

成籮工程項目未表決
財委會今日下午會召開3節共6小
時會議，但各民生議程因反對派
「提早拉布」而仍未進入審議階
段。目前，財委會議程仍有3項工務
工程撥款申請未開始討論，包括興
建東九文化中心，有關清水灣道與
匡湖居之間的一段西貢公路分隔車
道工程，和蠔涌區內通路改善工
程，及九龍東環保連接系統詳細可
行性研究的可行性研究。在討論該3
個項目後，才進入5項涉及民生及經
濟項目，包括公務員加薪、設立
「回收基金」、支援建造業議會推
出先導計劃等，要討論排在最後的
成立創科局撥款申請，可謂遙遙無
期。

建制派反守為攻
反對派騎劫輿論

香港反對派過
去利用輿論推動違法

「佔領」和議會拉布等行
動，窒礙特區政府施政無所不用其

極。據悉，為扭轉反對派長期以來誤
導輿論的局面，建制派將於今年9月
底舉行集思會，趁立法會復會前為新
政治形勢把脈，共商對策，包括探討
如何加強建制派團結性、設立心戰室
等，務求建制派今後能在社會重要議
題上反守為攻，重奪社會話語權，確
保讓市民能全面了解真相。立法會建
制派的獨立「六人組」更率先於下周
舉行碰頭會，為建制派集思會早作準
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將於今年11月22
日舉行，據特區政府提交立法會的
文件顯示，區選的提名期由10月2
日開始至15日。當局計劃在下月起
分階段加強宣傳，包括宣揚廉潔選

舉的重要性及呼籲選民投票，整個
宣傳活動的開支約為750萬元。

750萬三階段宣傳
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

會提交今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宣傳計

劃文件，其中透露，區選宣傳活動
共分3個階段進行，共涉及約750萬
元開支。首階段為於8月展開首階段
宣傳，集中提醒有興趣參選人士、
其代理人及市民廉潔選舉的重要
性；加強宣傳拒絕賄選的訊息，說

明何謂合法或非法拉票的活動等。
第二階段宣傳於9月中展開，包括

預告提名期於10月2日開始，選舉
事務處並會於9月下旬設立專設選舉
網站；在提名期結束後也會推出新
一輯電視宣傳短片、電台聲帶及海
報，鼓勵市民踴躍投票。在距離投
票日前一周，特區政府會進行最後
階段的宣傳計劃，包括每日在電視
播放倒數短片，加強選舉氣氛。

區選提名期10月2日開始

有建制派人士近日透露，在去年持續了79
天的「佔領」行動以至20多個月的政改

討論期間，反對派任意妄為，為求撈取政治本
錢，不惜破壞政治的「遊戲規則」，在公然破
壞法律制度的同時，更「眼睜睜」說謊話，扭
曲事實，「美化」違法行為，凡此種種均令人
咋舌。

9月辦集思會研爭話語權
該建制派人士說，面對這個情況，建制派陣營

內普遍認為，繼續採取被動策略，任由反對派任
意妄為，香港社會將會變成黑白顛倒之地，有識
之士實不能再坐視不理，忍氣吞聲。為此，建制
派決定於今年9月底，即臨近立法會復會前，舉
行一個大型集思會，認真商討對策。
該建制派人士認同，建制派一直以來都「很

乖」，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若要求
有一個大改變，將有一定難度。但建制派內部都
認同，「不能因為困難就不做」，否則，一旦凡
事都被反對派搶佔話語權，令市民誤以為他們
「有道理」，建制派日後再說真理時，即使花上
千萬倍努力，效果可能亦是徒然。因此，建制派
未來務必搶佔先機，爭取話語權。

「六人組」下周「腦震盪」
據悉，包括商界立法會議員廖長江，保險界議

員陳健波，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
國等6名獨立建制派功能界別議員組成的「六人
組」，將率先在下周舉行碰頭會，先行「腦震
盪」，為9月集思會做準備。
該建制派人士認為，由於功能界別議員毋須顧及

選票，不像直選議員般，凡作任何決定前都要計算

會否失去選票，故他們提出的意見多能從實際及良
心出發。初步知悉，「六人組」會討論如何增強建
制派的團結性，加強訊息聯繫，及主動表達意見，
如當有需要表達意見時，要主動向傳媒發言。

擬設「心戰室」建言獻策
據了解，「六人組」還計劃建議提高建制派的

機動性，除由一名具民望的人士擔任「班長」
外，還應加強建制派之間的討論，令成員之間對
事件均有透徹了解。進一步而言，更可考慮設立
一個「心戰室」，就重大事件提供全面研究，及
向建制派提出宏觀性建議，使在議會內佔大多數
的建制派能發揮更大影響力。
該名建制派人士指出，「只有20多人的反對

派可以翻轉議會，佔大多數的建制派卻一直處於
被動狀態，建制派實在係時候檢討一下。」

■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多次要求拉布議
員不要離題。 莫雪芝 攝

■王國興促請拉布議員適可而止，不
要為難官員。 莫雪芝 攝

■■建制派議員將於今年建制派議員將於今年99月底舉行集思會月底舉行集思會，，趁立法會趁立法會
復會前為新政治形勢把脈復會前為新政治形勢把脈，，共商對策共商對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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