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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建源、何俊仁、梁家傑、吳靄
儀、李永達等人組織所謂「港大校友
關注組」，並發動所謂港大校友聯署
聲明，為將陳文敏推上港大副校長寶
座撐腰，向港大校務委員會施壓，明
目張膽干預港大校委會的運作。
「港大校友關注組」赤裸裸地以政

治干預學術自主自由，反而攻擊港大校委會干預學術
自由，實在是顛倒黑白，賊喊捉賊。
「港大校友關注組」明明要捧陳文敏擔任港大副校
長，奪取港大的人事管理權，讓陳文敏當港大反中亂

港勢力的「保護傘」，繼續把港大變成培植反中亂港
人才、策動暴力對抗的基地，為日後醞釀新的「顏色
革命」積蓄力量。陳文敏深陷戴耀廷的「黑金風
波」，港大校委會推遲陳文敏的任命，反對派氣急敗
壞，指責港大校委員的決定遭到外力干預，是「政治
破壞學術自由」。他們還威脅、恐嚇港大校委會主席
梁智鴻，若不答應他們的要求，讓陳文敏當上副校
長，梁智鴻就要下台。這更是搞「白色恐怖」，企圖
令其餘校委會成員屈服，讓他們的企圖得逞。
香港大學受公帑資助，香港七百萬市民都是持份

者。一直以來，由政府委任的各界代表參加港大校委

會，參與港大的行政管理，這是香港大學管理的一個
重要原則。校委會的成員，包括立法會議員、專家學
者，以及港大的管理層，形成一個行之有效的管理機
制。現在所謂「港大校友關注組」，根本是臨時湊合
的烏合之眾，根本無權過問港大的運作。更可笑的
是，港大校友人數超過10萬，「港大校友關注組」以
區區431人的簽名，竟然敢宣稱「代表全部校友」，
真是撒豆成兵，自欺欺人。
聘請港大副校長，是一項慎重其事的工作，必須

顧及大學的發展和聲譽，要挑選有學術能力、誠信
可靠、集中精力做好教育和研究的領軍之才，帶領
香港大學達成的辦學宗旨：「香港大學要躋立國際
優等學府之首列，標領亞洲，懷抱中華，曠眼世
界。教學科研，是必竭心悉力，交流廣益。」但

是，陳文敏捲入戴耀廷的「黑金捐款事件」，違反
香港大學有關接受捐款的規定，有關捐款還用在非
法「佔中」上。陳文敏放任戴耀廷放棄教學工作，
長期進行「佔中」活動；港大學生會雜誌鼓吹「港
獨」活動，也得到陳文敏的庇護。長此下去，香港
大學能不成為一個反對「一國兩制」、反對基本
法、對抗中央的顛覆基地？
陳文敏的學術水平乏善可陳，誠信備受質疑，這樣

的人怎麼可能出任管理人事的港大副校長，讓這樣的
人當港大副校長，只會令港大的水平直線滑落。港大
校委會暫時擱置陳文敏的任命，完全反映了香港各界
的民意，反映校委會以港大整體發展利益為重。「港
大校友關注組」的干預插手，令人反感，一定不會得
逞。

「港大校友關注組」賊喊捉賊為陳文敏撐腰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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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光嘴巴上說支持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實際上搬
出諸多政治理由，說「業界不滿意梁振英政府的管
治」，「從支持創新科技局變得懷疑創新科技局」，
將發展創新科技的問題政治化，為扼殺創科局找借
口。本港科技界人士希望早日成立創科局，統籌和策
劃創新科技工作，制定配套的政策和措施，吸引創新
人才、資金，建立科研中心，推動創新科技行業成為
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聚合效應。業界人士更加
希望莫乃光能為科技界做一點有益的事，促成立法會
早日通過創科局的撥款，讓業界早日得益。但事與願
違，莫乃光只熱衷於政治，和反對派綑綁在一起，為
了干擾施政，凡是特區政府的施政都必然反對。創科
局的籌建工作拖延3年，仍然議而未決，香港錯過許多
發展創新科技的黃金機會，大量在外國科學技術領域

畢業的港人第二代，放棄回流香港，改在外國成立科
技公司。

熱衷政治 漠視業界發展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指出，其女兒因為創科局

遲遲未成立，寧願和女婿往美國三藩市開設科研公
司，也不選擇香港。許多從美國資訊科技界回來的香
港專業人士，因為創科局沒有成立，產業升級沒有辦
法形成勢頭，一直找不到合適工作，唯有找尋專業以
外的工作，最終被新加坡高薪挖角，甚至移民新加坡
追求更好的發展。創科局越遲成立，香港的人才流失
越嚴重，香港與競爭對手的差距就更大。莫乃光以政
治為理由，拖慢創科局上馬，阻礙香港科技創新事業
發展，阻礙香港進步。

特首梁振英上任以來，一直積極推動創科局成
立，為香港經濟發展找尋新出路。但是，在反對派
的阻撓下，創科局舉步維艱。此次創科局成立再遭
挫折，責任全在反對派，就是因為少數反對派惡意
拉布，為反對而反對。莫乃光還倒果為因，說本來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反對派已經「開綠燈」，但由
於梁振英要求加班開會，損害了立法會的尊嚴，所
以才變成「紅燈」。莫乃光作為資訊科技界的立法
會議員，當然要為業界謀取利益，開會討論成立創
新及科技局的撥款，本來就是莫乃光的職責，怎麼
能夠把加快創新及科技局撥款的工作，說成是扼殺
創科局的理由？這就說明莫乃光有心拖延創科局的
撥款。莫乃光拒絕增加開會，說明他失職，說明他
不負責任。他居然還說「梁振英將創科局變成政治
鬥爭『磨心』」，「強行加會只會破壞官員與議員
溝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反對派拉布浪費了大量時間，不加開會議又怎能
通過創科局撥款的審議？為什麼身為科技界代表的
莫乃光，不譴責拉布議員損害業界利益，反而把開
會討論撥款的工作當作是「政治鬥爭」，縱容拉布
行為，還好意思說「自己成為鬥爭的磨心」？還有
什麼比這更加強詞奪理？財務委員會加開會議的時

候，莫乃光第一個跳出來發言，說「最終不會通過
撥款，是行政長官梁振英急推創科局所造成」。市
民很清楚看到，莫乃光就是拉布「拉死」創科局的
幫兇。

向梁振英潑髒水 推卸「拉死」創科局責任
在莫乃光眼中，梁振英希望早一些成立創科局是

「犯了天條」，我莫乃光就可以製造一切理由，支持
拉布「拉死」創科局。你急，我就慢；你不急，我就
把責任推給你，說你拖慢成立創科局。總之輸打贏
要，莫乃光做了壞事，還要諉過於人。

莫乃光曾經撰文，極力主張成立創科局。如果莫乃
光真的為業界利益想，應對加開會議審議創科局求
之不得，但他反說成立創科局「太倉卒了」。莫乃光
有份參與拉布已經3年了，該問的問題早已問完，現在
還說「太倉卒」，說明他要無休止地拖下去，要折磨
科技界，不惜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

科技界選擇莫乃光，是因為他承諾爭取成立創科
局。現在他縱容拉布反對成立創科局， 這不是背信棄
義嗎？莫乃光已經成為了資訊科技界的「病毒」，使
資訊科技界「當機」無法運作，業界唯有運用自己的
選票清除「病毒」。

高天問

創新及科技局最終在立法會財委會第三度被反對派拉布「拉死」。身為資訊科技界議員的
莫乃光，不僅沒有捍衛業界利益支持設局，還滿嘴歪理，將創科局不能成立歸咎於特首梁振
英「將問題政治化」，認為創科局的爭議「一切都係拜梁振英所賜」。莫乃光公然支持拉布
阻創科局成立，又害怕遭到業界的反對，千方百計將創科局被「拉死」的責任推到特首梁振
英身上。莫乃光漠視民意，強詞奪理，將創科問題政治化，阻礙香港進步，損害業界利益，
才是科技界的「病毒」，必定會遭到業界選民的懲罰。

莫乃光縱容「拉死」創科局 科技界須清除「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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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過去借
澳洲公司UGL與特首梁振英的所謂「秘密
協議」大造文章的《蘋果日報》，昨日再
報道稱，梁振英曾「指示」規劃署跟進香
港興業過去有關大嶼山提高發展密度等的
規劃申請，抹黑梁振英「親自插手」、
「從中取利」，與香港興業有「利益衝
突」。特首辦強調，梁振英已將有關公司
的股權轉到一個信託，再無過問或參與公
司事務。
《蘋果日報》昨日的報道聲稱取得特區

政府內部文件，顯示香港興業最少兩年前
至今兩度向規劃署提出發展建議，包括提
高整體發展密度及增劃住宅用地，涉及逾
900萬呎樓面面積、以百億元計收益，但
地區部門基於一些技術原因，認為計劃難
以實行。
報道續稱，文件顯示梁振英曾「要求」

規劃署就提高發展密度的建議去信香港興
業，查詢對方計劃如何克服有關技術限
制。規劃署稍後在去年4月與香港興業開
會討論方案，香港興業並在7月再提出改
劃兩塊合共64萬呎的用地發展住宅，但至
今未有向城規會申請。

股權已轉移至信託
特首辦昨日在回覆查詢時強調，梁振英

已將有關公司的股權轉移至一個信託，再
沒有過問或參與公司事務。規劃署在回覆
時承認，香港興業確曾向署方徵詢並提出
會面，指發展及規劃許可申請人可以徵詢
規劃署相關地區規劃處的意見，署方可安
排與申請人及相關政府部門會晤。香港興
業回覆指，公司經常進行各類型發展可行
性研究，在適當時候會公佈。平機會研修例阻歧視內地客

張宇人料創科局復會後過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委會上周加

開28小時會議，審議一再被拖延的設立創新及科技局
的撥款申請，結果在反對派拉布下未能趕及表決，令
創科局第三次被強行「拉死」。財委會主席張宇人昨
日表示，有信心可於10月立法會復會後能通過成立創
科局，因多數議員曾向他表明支持通過有關方案，而
11月有區議會選舉，故認為議員會先通過創科局。
張宇人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市民對財委會

有一定期望，會議不能一直議而不決，而創科局撥款
申請先後辯論最少20小時，「（反對派）要鬧的已經
鬧了」，故相信在10月立法會復會後，便可以通過相
關撥款。
對於反對派議員拉布，張宇人則稱，財委會主席只

能確保會議有效率及有秩序地進行，沒有「剪布」權
限，又笑指自己「唔夠醒目」，期望下任財委會主席
上任時，會議議程會更順利進行。
對於近日有公屋食水含鉛量超標一事，張宇人擔憂

事件對飲食業界或有一定影響，但目前未收到業界求
助。但他指出，飲食業界營業時水喉會長開，而且除
了中式餐廳外，其他食肆都較少直接飲用自來水，相
信鉛水事件對食肆質素影響不大。

讚政府設委會查鉛水積極
他又認為，特區政府成立獨立專責調查委員會，充

分顯示其積極態度，又指調查小組權限和搜查範圍廣
泛，相信會比立法會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調查的效率高，因為立法會內委會要等到10月復
會後才能開始討論。

建制料區選投票率高
拉布「佔」禍積怨氣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
討論年底區議會選舉的宣傳計劃。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計劃動用約750萬元，在下
月起分3階段宣傳區選，包括呼籲市民參
選、投票及宣揚廉潔選舉。

葉國謙：選民將表達不滿
民建聯議員葉國謙相信，年底區選的投

票率會高，因受到拉布及「佔領」的影
響，選民肯定會藉此表達強烈不滿。他關
注當局如何讓候選人與選民有更多接觸，
例如舉辦選舉論壇等。

嫻姐倡全港選區均設論壇

工聯會議員陳婉嫻則指，過往香港電台
舉辦的區選選舉論壇只涵蓋部分選區，情
況並不理想，建議由民政事務局撥出資
源，在每個選區的社區會堂或學校舉辦論
壇。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表示，

區選選舉論壇與立法會選舉論壇有差別，
今年未必有資源與港台合作舉辦論壇，但
個別電台及電視台是否舉辦則由台方決
定。他又說當局會研究陳婉嫻的建議。

蔣麗芸梁美芬憂政治抹黑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及經民聯議員梁美芬

同時關注當局如何處理選舉期間的政治抹

黑，又希望當局加強宣傳何謂抹黑及其罰
則。劉江華回應指，特區政府高度關注抹
黑及違規行為，並鼓勵市民舉報，相信即
使在選舉有結果後，執法部門都會依法辦
事。
激進反對派黃毓民聲稱，當局提交的文

件只有一頁，是「打發、應酬」議員，又
謂過往區選投票率一般較低，但2003年區
選相對較高，反映「政治愈不堪，投票率
愈高」，故現時當局不用宣傳。他又聲稱
當局不宜邀請藝人宣傳，或要留意他們的
政治背景。劉江華回應稱，投票率關乎多
方面因素，政黨及候選人參與和投票率高
低有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庭佳）新一屆區議會選舉
將於年底舉行，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計劃動用約 750
萬元宣傳，包括呼籲市民
參選、投票及宣揚廉潔選
舉。有建制派議員相信，
香港深受立法會拉布及
「佔領」行動所害，選民
會藉區選表達不滿，屆時
投票率將會高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激進「本土派」分子
接連發起所謂「驅蝗」行動，針對及歧視內地居民和新
來港人士。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昨日表示，當局
在《種族歧視條例》檢討中，提出是否針對情況制定新
條文，明年會有結果。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聽取平機會簡

介工作進度。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批評，「驅蝗」行動矛
頭直指內地旅客、學生和新來港人士，不但分化內地人
和香港人，更成為國際新聞，影響多個行業。他直指行
動帶有明顯歧視，但平機會的工作進度並無提到相關看

法，對此極之失望。
周一嶽回應指，每當出現針對內地人或新來港人士的

激烈行動，平機會都會作出評論。他說，現行的《種族
歧視條例》並不包括內地人與本地人的分別，而平機會
在條例檢討中，提出是否應就國籍、公民及居民身份制
定新條文，以保障相關受害者，希望公眾在明年《種族
歧視條例》檢討及建議中留意當局的建議。
他認為，兩地矛盾會持續一段時間，未必可以單靠法
例就可處理所有問題，但若有法例就可對有關行為起阻
嚇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昨日宣佈，漁農自然護理署
副署長梁肇輝將於本周六接替黃志光出任漁農自然護理
署署長。助理政府化驗師單慧媚則將於下月6日接替劉
秋銘出任政府化驗師。

單慧媚接任政府化驗師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黃志光在服務政府35年後，將於
本周六開始退休前休假，其職位由梁肇輝接任。政府化
驗師劉秋銘則在服務政府31年後開始退休前休假，由單
慧媚接任。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昨日表示：「是次任命的官

員具備出色領導及行政才能，並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
部門運作經驗。我深信他們定能帶領其部門面對未來的
挑戰。」
他讚揚即將退休的黃志光在服務政府多年期間，勇於

承擔。在出任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期間，黃志光率領部
門預防及控制人畜共患病，包括禽流感和狂犬病等，並

成功實施一系列有效的防疫措施以保障動物公共衛生。
鄧國威讚揚，黃志光致力發展香港的漁農業，推動其

現代化發展。在保育方面，香港的受保護地區得到妥善
管理，使珍貴的海陸生態資源得到保育，他功不可沒。
「我們衷心祝願他退休後生活愉快。」
鄧國威又讚揚即將退休的劉秋銘在服務政府多年期

間，勇於承擔。他出任政府化驗師以來，在提升部門的
專業服務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為社會提供優質的法證事
務及分析和諮詢服務。「我們衷心祝願他退休後生活愉
快。」

■■單慧媚單慧媚■■梁肇輝梁肇輝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祖）一直關
心大自然生態
的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在立法
會休會期間，
未有因而停下
工作，更將與
多個環保組織
於下周遠赴非
洲坦桑尼亞等
多個國家，展
開為期 10 多
天的考察工
作，關注日益
嚴重的非洲大
象盜獵情況。
葛珮帆昨日
在書展向傳媒
表示， 香港
的合法象牙貿
易，使香港比
起世界其他地方更容易讓消費者輕易買到象牙，並為
非法買賣活動提供掩護，成為全球非法貿易活動的溫
床。
她表示，自己未來兩星期將到坦桑尼亞等多個非洲
國家，了解當地非洲大象盜獵情況，期望完成此次行
程後，可回港與更多市民大眾分享保護非洲大象的重
要性，喚醒他們的保育觀念，並會與環保組織繼續要
求特區政府，落實全面禁止象牙買賣。

葛珮帆下周訪非關注獵象

■葛佩帆昨出席書展新書發佈會。
莫雪芝 攝

梁肇輝「坐正」掌漁護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