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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文件顯示，公民黨議
員毛孟靜在「佔領」行動期間，購買
了發電機、帳篷等物品，並向立法會
申領開支，被質疑以公帑支援違法活
動。毛孟靜回應指，物品是用於街頭
論壇及擺設街站之用，否認指控。毛
孟靜大話連篇，從她申領的物資可以
見到，根本與立法會工作無關，而是

作「佔領」之用。立法會津貼都是納稅人金錢，不是
毛孟靜的私產，一分一毫都應該用於立法會工作。毛
孟靜竟以公帑來購買違法「佔中」物資，等於是用納
稅人的錢去從事違法活動，絕對不能姑息。立法會應
調查事件，不要讓立法會資源變成非法行動的經費。

毛孟靜指物資是作擺街站之用，這種說法連三歲小
孩都不會相信。首先，她購買這些物資的時間是去年
10月初，當時香港正爆發大規模非法「佔領」行動，
反對派大小政客通通聚集到政府總部門外，聽候學
聯、「學民思潮」「差遣」，配合「佔領」行動，毛
孟靜在這個時候買發電機、帳篷等物品，不是為了
「佔領」，難道是為了舉辦野餐活動？況且，「佔
領」期間，示威者需要帳篷長期留守，而他們又要娛
樂，因而極需要配置發電機，毛孟靜在這個時候購買
發電機，明顯就是用作「佔領」。這樣證據確鑿，毛
孟靜竟然還要說謊抵賴，盡顯其厚顏無恥。
立法會津貼不是議員的私己，議員申領需要符合守
則，而所有申報都應用於立法會工作。然而，毛孟靜

用公帑買發電機、帳篷等物品搞「佔中」，除非搞違
法行動、「佔領」政總、癱瘓施政、破壞法治就是毛
孟靜等反對派政客的「工作」，否則購買發電機怎樣
也不能與立法會沾上邊。即是說，毛孟靜明顯濫用議
員申報，公然以公帑資助違法行動。這樣，立法會絕
不應批准其申請。否則，如果有日有「失心瘋」的
「港獨派」議員，要向立法會申領津貼來購買槍械彈
藥發動「革命」，立法會是否都要批准？同一道理，
既然毛孟靜買發電機就是為了從事違法「佔中」行
動，立法會如果照樣批准，變相「金援」違法行動，
立法會豈不變成支持違法的機構？
反對派利用公帑搞「佔中」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

地步，例如葉建源在去年9月就花費逾4,000元購買兩

部對講機，梁耀忠在10月份亦買了三部，明顯作「佔
中」通訊之用。除了購買物資之外，「佔領」期間，
示威者長期駐紮在政府總部門外，而當時一班學生頭
頭並不需要如其他示威者般風餐露宿，而是「入住」反
對派議員提供的議員辦事處冷氣大房，吃喝拉睡都在立
法會，而這些資源都是由立法會支付的。更不要說，反
對派用津貼聘請的議員助理，大部分都有參與「佔領」
行動，一邊出糧、一邊不務正業參與「佔領」，將「佔
領」當成上班，然後由立法會出糧，這些行為已經違反
了立法會的津貼守則，同樣應該追究。
這次事件再次反映毛孟靜等反對派政客貪婪不堪的

嘴臉，他們平時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搶佔道德
高地，實際卻是貪婪無厭、自私自利，例如毛孟靜、
李卓人、梁國雄等，過去收取黎智英「黑金」不知凡
幾，但竟然還要申領立法會津貼來搞「佔中」，其一
毛不拔，其禍港面目，現今表露無遺。

毛孟靜公帑買發電機搞「佔中」豈能姑息？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責任編輯：簡 旼 2015年8月6日（星期四）

陳文敏說他並非公民黨黨員是說謊
陳文敏「澄清」說：「首先，自己並非公民黨黨

員，亦從來沒有加入任何政黨。黨有黨紀，作為學
者，我認為能維持獨立，立論會較客觀。作為院長，
我更覺需要保持客觀獨立，以維護學術自由。」

這是公然說謊，公民黨於2006年3月19日成立，就
向外公佈了主要成員的名單，主要成員有16人：關信
基、余若薇、張超雄、黎廣德、陳家洛、毛孟靜、吳
靄儀、梁家傑、陳文敏、譚香文、余冠威、麥偉年、
鄭宇碩、李志喜、吳永順、湯家驊。（見百度百科公
民黨http://baike.baidu.com/view/771292.htm）

陳文敏不僅是公民黨資深成員，又是政治組織「香
港2020」重要成員。「香港2020」於2013年4月24日
由陳方安生成立，成員包括李志喜、陳文敏、李鵬
飛、前高官高德禮和前副憲制事務司布簡瓊等。陳方
安生收取黎智英捐款並招引美英干預香港政改，顯示
她與外國勢力和黑金政治關係千絲萬縷，故李鵬飛
2014年7月底致函陳方安生，要求退出「香港2020」。
李鵬飛「跳船」以劃清與黑金政治的界線，而同樣收

取非法捐款的陳文敏，可謂與收取黎智英黑金的陳方
安生惺惺相惜。

陳文敏「澄清」說自己並非公民黨黨員，亦從來沒
有加入任何政黨，這是明顯的說謊。

陳文敏配合公民黨策動「佔中」和副校風波
陳文敏聲稱：「第二，我從沒有和公民黨或任何

政黨討論佔中或副校任命之事。」這也是說謊和抵
賴。首先，陳文敏就任港大法律學院院長期間，縱
容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組織違法「佔中」行動，
非但沒質疑他無法履行教職，仍然支付高薪厚酬，
更為對方有關「佔領中環」的書寫序。戴耀廷的
「佔中」從構想到提出理論論述，再四處煽動直至
最終實施，整個過程都與陳文敏脫不了關係。其
次，公民黨組織的所謂「港大校友關注組」，為捧
陳文敏上位，既出錢在報章刊登所謂聯署聲明支持
廣告，又派人與港大學生會成員聯手包圍校委會開
會的會場，不斷向校委施壓。余若薇、梁家傑等人
則透過聯署登報、放風造謠，向校委會施壓，再縱
容學生暴力衝擊，在輿論和行動上緊密配合陳文

敏，目的就是要迫使校委會屈服於其淫威，讓陳文
敏早日竊據港大副校長寶座。

陳文敏公開支持違法「佔中」豈可抵賴
陳文敏聲稱：「第三，我亦沒有如來論所說為公民黨

組織的街頭『公民大課堂』演講。」但事實證明，本港多
家媒體曾報道，「佔中」前期，學生罷課期間，公民黨出
面組織街頭「公民大課堂」，第一課就是由陳文敏主講，
可見雙方合作早有默契，陳文敏可以坐上副校長之位，對
公民黨在港大施加影響更有利。

陳文敏聲稱，「第四，佔中期間那段日子我所發表
的文章均是呼籲各方冷靜對話。」但事實是，「佔
中」期間他多次發表文章和言論，公開支持違法「佔
中」。例如，去年9月份學聯發起反對全國人大「8．
31」決定的罷課時，陳文敏煽動說：「這（指人大決
定）對香港是一個很壞的決定」，「人大的決定令泛
民除了否決方案，別無選擇」，「同學為爭取民主而
罷課，這是絕對可以理解的。即使我們不完全同意他
們的決定，但我會盡量支持他們。」

當違法「佔中」事件發生時，陳文敏又表態支
持，聲稱「政改其實是內部發展問題，有人將它提
升到國家安全和西方陰謀層次，是杯弓蛇影」。
「『佔領』運動不會影響市民對法治的看法和理
解」。「無證據顯示『佔領』運動對法治造成無可
彌補的損害」。當法庭發出禁制令後，「佔領」者
並不理會，陳文敏聲稱「佔領」者的做法沒有影響
法治，他稱：「遵守法律和法院的命令是有分別
的，違法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但不會有人認為在
影響法治。」陳文敏多次公開支持違法「佔中」，
曾兩度被澳門拒絕入境。

陳文敏聲稱，「佔中」期間
那段日子他所發表的文章均是
呼籲各方冷靜對話，與事實嚴
重不符。

陳文敏冷血無恥與公民黨如出一轍
陳文敏又極力掩飾少數學生暴力衝擊的違法性質，

並極其冷血地攻擊校委會成員：「學生是不成熟和衝
動，但上綱上線不遺餘力地指罵，甚至要報警拉人，
一群有豐富社會閱歷的社會精英，竟然說因此便蒙受
『肉體和精神的困擾和創傷』！」陳文敏的冷血與無
恥，與衝擊事件發生當晚余若薇、梁家傑全程在場，
冷眼袖手旁觀校委會成員被傷害、被包圍、被辱罵、
被擲物，甚至遭禁錮，完全如出一轍。

陳文敏抵賴事實的謊言印證了什麼
公民黨一邊操縱港大學生暴力衝擊一邊抵賴，暴露

公民黨懼怕其扮演的可恥險惡角色大白於天下，對公
民黨極其不利。公民黨行藏如此鬼祟閃縮，只能說明
公民黨是一個品格卑劣的反對派政黨。同樣，陳文敏
明明是公民黨重要成員，卻說他並非公民黨黨員；陳
文敏明明和公民黨和反對派政黨密切配合策動「佔
中」和副校風波，卻說他從沒有和公民黨或任何政黨
討論「佔中」或副校長任命之事；陳文敏明明為公民
黨組織的街頭「公民大課堂」演講，卻矢口否認；陳
文敏明明多次發表文章和言論公開支持違法「佔
中」，卻聲稱「佔中」期間那段日子他所發表的文章
均是呼籲各方冷靜對話。這些抵賴事實的謊言與公民
黨的行藏吻合，更加印證陳文敏是品格卑劣的公民黨
重要成員。

陳文敏的「澄清」是公然說謊抵賴
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以及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的主角陳文敏，昨日在《明報》撰文稱：

「8月1日《文匯報》有篇來論，內容並無新意，都是對我的一貫抨擊，當然我尊重作者的

個人意見，自己的態度是有過則思之，無過則自省，不過文章中有多處與事實不符，為免誤

導他人，謹在此作一些澄清。」但令人驚訝的是，陳文敏的「澄清」是公然說謊抵賴。魯迅

先生說「誠信為人之本」，作為一個學者，最重要的是勤修誠信，涵養道德，求是唯實。但

陳文敏卻連「為人之本」都丟棄了，難怪他在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以及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

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原定於上月30日至
本月8日休假的特首梁振英，提早兩天結束休假。特
首辦指，梁振英昨日下午返港，今日結束休假，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屆時會停止署理行政長官職務。

特首提早結束休假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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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自明）「正義聯
盟黨」將於本周六成
立。「正義聯盟黨」主
席李偲嫣 (右圖)昨日
指，「正義聯盟黨」是
行動派，與建制派和而
不同，既不是「建制派
分支」，亦不會做建制派「B 隊」或「C
隊」，亦與共產黨無關，期望為香港政治光譜
帶來第三條路。她又說，「正義聯盟黨」計劃
參與未來連場選舉，但對於會否與其他政黨協
調，則言之尚早。

李偲嫣：服務中產基層
李偲嫣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透露，「正義聯
盟黨」本周六將召開記者會宣佈成立，屆時將
公佈黨團名單及未來方針，「現時『正義聯
盟』共有兩萬多位盟友，稍後會向全數盟友發
出邀請，邀請他們加入『正義聯盟黨』，每年
黨費200元，我預期聯盟黨是史上最窮的政
黨。『正義聯盟黨』主打服務中產和基層市
民，目前已經成立了10人顧問團，每名顧問均
來自不同階層。」
她強調，「正義聯盟黨」不是「盲撐政

府」，也不是「建制派分支」，不會做建制派
的「B隊」或「C隊」，亦與共產黨無關，期望
為香港政治光譜帶來第三條路，「我們不是暴
力團體，不會使用粗言穢語，更沒有收錢搞破
壞。只是『佔中』激發大批市民看不過眼。」
她又說，「正義聯盟黨」計劃未來參與選舉，
但對於會否與其他政黨協調，則言之尚早。

就前警司朱經緯被投訴在去年「佔領」時涉嫌毆打途
人，李偲嫣回應時強調，「正義聯盟」支持香港警隊嚴
正執法，保障香港市民的安全及財產，認為市民不應只
看片段內的某個動作來判斷事件，而是要考慮事件的前
因後果，「我希望有新證據，令案件重新審判。現時監
警會有不同政黨背景的人士，有政治立場者不應參與裁
決，以確保審議更加公平。」

■■梁振英提早結束休假返港梁振英提早結束休假返港。。

促立會嚴查「毛婆」
批用公帑反政府

根據立法會有關指引，立法
會議員每年可向立法會申

報232.7萬元，作為辦事處營運
開支等費用。
毛孟靜日前被踢爆於去年10
月「佔領」行動期間，花費近
8,000元購買發電機、帳篷等物
資，懷疑支援違法「佔領」行
動，但毛接受查詢時仍死撐「無
問題」。

20成員遊行至地區辦抗議
「反黑金關注組」約20名成
員昨日從港鐵美孚站出發，遊行
至毛孟靜位於美孚新邨的地區辦
事處抗議，他們高叫「毛婆蠱
惑，港人疑惑」、「毛婆弄民十
數載，反華亂港心不改」等口
號，批評毛孟靜利用公帑支持違
法「佔領」行動。
關注組召集人黃引祥表示，毛
孟靜被踢爆「開公數」購買帳
篷、發電機等物品，明顯是用作
支援「佔領」行動，「毛孟靜身
為非法『佔領』行動的倡導者，
竟然借議員身份，利用公帑反政
府、衝擊治安和法治，必須予以
嚴厲譴責。」

黃引祥：亂花錢愧對選民

黃引祥又批評，毛孟靜擔任議
員3年多以來，支出項目大多是
奢侈和不必要的，「『毛婆』亂
花納稅人的血汗錢，完全是愧對
選民，極不恰當，『毛婆』不覺
得羞恥嗎？」

市民：「助理示威多過返工」
市民李小姐質疑，今次事件涉
及公帑和議員操守，反對派議員
不但濫用津貼進行違法行動，甚
至容許「示威多過返工」的助理
照樣申領全數薪酬，做法令人震
驚，「市民納稅，竟然係畀反對
派搞『佔領』、衝擊警方，豈有
此理？」

冀個人利益監察委會跟進
她要求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立即跟進事件，徹
查是否有議員濫用公帑，將有
關購置的物資挪用作支持非法
「佔領」行動，並檢討議員申
領購買的公務用品，是否與公
務用途相稱。
毛孟靜昨日全程未有現身，其
辦事處亦空無一人，未知毛孟靜
是否自知理虧，不敢面對市民。
關注組把示威標語放在辦事處門
外後，和平散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

孟靜近日被揭發在去年「佔領」行動期間，曾向立法會

秘書處申領近8,000元購買發電機、電油、帳篷等物

品，被質疑是濫用津貼進行違法行動。「反黑金關注

組」約20名成員昨日到毛孟靜的地區辦事處抗議，批評

毛身為非法「佔領」行動的倡導者，竟然借議員身份

「用公帑反政府」，促請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

會嚴正調查事件。

■「反黑金關
注組」昨到毛
孟靜的辦事處
抗議。

鄭治祖 攝

■「反黑金關
注組」早前要
求毛孟靜為涉
嫌收取「政治
黑金」一事辭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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