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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正在全力進行區議會選舉
工程，但內部的暗戰卻未有止息之
勢。原因是明年民主黨領導層即將
改選，這將會是一次大規模、大面
積的換屆。少壯派在事前已經全力
放風造勢，指現時的民主黨總幹事
林卓廷，將會接任黨主席及新界東
議席，少壯派更揚言，這已經是黨

內的「共識」云云，彷彿要為林卓廷「黃袍加身」，
令有意爭逐者「望峰息心」，也變相造成一種時勢，
就是劉慧卿必須讓位，否則就是戀棧權力，是「老人
政治」。
但這真的是民主黨內的共識？恐怕未必。劉慧卿真

的要讓位予林卓廷，恐怕也是某些人的一廂情願。近
日，幾名資深的民主黨黨員包括陳德明、楊錚、羅國
強等就發表公開信，力撐劉慧卿於明年領導層換屆選
舉時留任主席，又炮轟反對派「四人幫」黎智英、陳
日君、陳方安生、李柱銘插手干預黨內決策，公開信
更指責李柱銘多次違背及踐踏黨紀，支持其他黨的成
員。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在信中「高度評價」劉慧卿
的一個重點，就是她敢於拒絕未經黨內討論有關公民
黨與民主黨合併事宜。這一點頗值得細味。
原來，早前有人向反對派喉舌放風，指民主黨有意

與公民黨合併，而合併時間就在兩黨領導層換屆之
時。但民主黨其實從來沒有討論有關議題，及後當消
息傳出來後，有人建議民主黨中委會討論，結果被劉

慧卿拒絕。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傳出所謂公民黨與
民主黨合併的消息，根本就是李柱銘所為，他故意通
過傳媒放風，並且勾連黨內的少壯派造勢，不過是為
了測試水溫，看看外界反應，尤其是看看在黨內有什
麼人反對得最激烈。結果發現，不少現時的立法會議
員竟然不置一辭，少壯派自然舉腳贊成，惟獨是劉慧
卿大力反對，令李柱銘知道，要助公民黨吞併民主
黨，最大阻礙在於劉慧卿。
李柱銘的盤算是，在明年民主黨換屆中，將強硬的
劉慧卿換走，將少壯派的代表，以及得到何俊仁等主
流派認同的林卓廷接班。首先，林卓廷在黨內只是總
幹事，沒有多大實力。而且，李柱銘既然一手扶立
他，自然能夠將他操控。這樣，他就可以利用林卓廷
這個傀儡，逐步實現其合併公民黨與民主黨的大計。
而所謂合併，實為吞併，屆時黨內高位盡歸公民黨
人，而民主黨則乖乖獻上地區樁腳和網絡，彌補了公

民黨「頭重腳輕」的問題，鞏固其反對派的龍頭大黨
地位。由此可見，李柱銘為公民黨的發展，確實是竭
盡心思，「身在曹營心在漢」。
但「民主黨吳三桂」的心思，不少民主黨黨員已看
得一清二楚，所以才要狠批李柱銘偏幫其他黨成員，
其他黨就是公民黨。他們都不願看到民主黨被吞併，
也不齒李柱銘的所作所為，於是在黨內正發動新一輪
反擊。這次公開信只是一次鳴槍示警，聲援劉慧卿，
希望她續任黨主席，目的就是要「卡住」林卓廷的上
位路，令李柱銘的派系未能控制黨內大權，阻止其
「賣黨」行徑。所以，這次公開信明顯不只是幾個黨
員的行動，背後反映了黨內的一股聲音。但李柱銘自
知政治生涯無多，恐怕不會放過這次最後的機會，而
「四人幫」也會出手幫助。在區議會選舉後，民主黨
的內鬥肯定會愈演愈烈，黨主席之爭，隨時也是一次
黨內路線之爭。

黨員撐劉慧卿連任 力抗李柱銘「賣黨」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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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早前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兩度違反保密協議
後，港大校委李國章於校委會議中討論陳文敏任命內
容的偷錄錄音又在電台曝光。這種卑鄙的做法不單破
壞保密制，更是涉嫌犯罪的行為，受到社會各界強烈
譴責，並要求追究偷錄洩密者的法律責任。

各界強烈譴責偷錄和洩密行為
多名港大校委、校董及教育界人士同聲痛斥偷錄及

洩密行為極不道德及卑鄙，嚴重違反誠信。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港大校董會成員鍾樹根認為事件非常嚴
重，校委會機密竟被隨意公開，洩密者行為無異於偷
竊。法律界人士認為，如果洩密者是刻意偷錄機密會
議內容，意圖導致他人蒙受損失（包括金錢及名
聲），可能干犯「有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名，
被定罪者最高刑罰為監禁5年。

教育局前晚發表聲明譴責偷錄和洩密行為，表明：
「院校自主是香港社會的重要價值。校務委員會是港
大的最高管治團體，一直奉行保密原則，以確保委員
能在不受政治或其他壓力和干預下暢所欲言，以及本

大學的長遠利益參與大學的決策。任何破壞保密制
度以達到其他目的的行為，不但嚴重妨礙大學最高管
治團體的正常有效運作，更直接衝擊院校自主。政府
以至所有愛護大學的人士均不會認同這類行為。」

張達明替偷錄洩密者轉移視線
但是，對於教育局發聲明強烈譴責洩密事件，港大法

律學院講師張達明在接受港台訪問時，一邊假惺惺「自
言不是同意洩密」，但又指「當初《文匯報》亦公開很
多私隱，政府又不譴責云云」。這不僅是替偷錄洩密者
轉移視線，逃避責任，而且是企圖扼殺新聞自由。

《文匯報》發言人前日指出：「《文匯》在香港大學
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遴選一事上，的確作了大量新
聞報道及評論。這些報道，包括多篇獨家新聞，是記者
以高度的專業精神，不懈挖掘真相採寫而成，證據確
鑿、事實清晰，為社會公眾全面了解事件提供了可靠資
訊，有效滿足了讀者的知情權，維護了公眾利益，因而
在香港全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同時，作為媒體平
台，《文匯》亦刊載了各界社會人士對事件的各種看法

和評論，克盡了媒體的社會責任。」

將洩密和知情權混為一談用心不良
對於《文匯報》發言人指出的以上事實，廣大讀者

心水很清，豈容張達明歪曲事實、混淆視聽。張達明
聲稱「當初《文匯報》亦公開很多私隱」，這個
「亦」字，按字典解釋是表示「同樣、也是」的意
思，張達明將偷錄洩密事件與《文匯報》滿足讀者知
情權的新聞報道等量齊觀、混為一談，作為一個學
者，不是暴露他的無知，就是暴露他用心不良。

知情權概念源自英文right to know，亦稱知悉權、了
解權。知情權由美國新聞編輯肯特·庫泊（Kent
Copper）在1945年首次提出，其基本含義是公民有權
知道他應該知道的事情。20世紀50-60年代，在美國
興起的知情權運動中，知情權一詞被廣泛援用，並很
快地作為公民的政治民主權利得到各國法律的確認。
對公民知情權的範圍，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無論哪
種觀點，都包括社會知情權，即公民有權知道他所感
興趣的在社會中發生的各種各樣現象和問題。例如，
2013年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安部門多
年來非法搜集國民私隱，這是公眾極感興趣的問題，
傳媒爭相報道，洩密者斯諾登被美政府追緝，但沒有
傳媒受到政府追究。這其中的分別，已可一目了然。

《文匯報》挖掘真相有效滿足讀者知情權

港大副校長（學術人力資
源）遴選事件，是香港市民極
感興趣的社會現象和問題。副
校長遴選若能舉賢任能，將可
履踐港大「明德格物」的校
訓，反之港大百年金字招牌就會毀於一旦。因此，選
拔港大副校長，需要5個條件：卓越的學術成就和領
導才能、誠實正直、全球性視野、管理能力、有效的
人際關係和溝通技巧。但是，港大物色委員會曾經推
薦的陳文敏，不夠資格出任港大副校長是彰彰明甚
的：首先是陳文敏是非法匿名捐款事件的「待罪之
身」，罪責清楚，怎能遴選副校長？二是陳文敏沒有
真材實料，不夠資格擔任港大副校長；三是對於戴耀
廷這樣一個在本港煽動大規模政治騷亂，擾亂香港法
治，給香港社會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人，陳文敏對他
百般包庇縱容，怎麼能出任負責港大人事管理的副校
長？

基於維護港大百年金字招牌和香港重大利益，《文
匯報》以高度的專業精神，不懈挖掘真相，為社會公
眾全面了解事件提供了可靠資訊，有效滿足了讀者的
知情權，維護了公眾利益。這怎可與港大校委會會議
內容洩密事件相提並論？反對派不譴責偷錄洩密者，
反指責《文匯報》「公開很多私隱」，這不僅是替偷
錄洩密者轉移視線，逃避責任，而且是企圖扼殺新聞
自由。

偷錄洩密與新聞報道維護知情權豈能劃等號
反對派不譴責偷錄洩密者， 反指責《文匯報》「亦公開很多私隱」，這不僅是替偷錄洩

密者轉移視線以逃避責任，而且是企圖扼殺新聞自由。洩密和滿足讀者知情權是兩回事，傳

媒有維護讀者知情權和公眾利益的責任，這不正是反對派一向強調的嗎？但反對派卻將偷錄

洩密與《文匯報》滿足讀者知情權的新聞報道等量齊觀，這是混淆視聽、賊喊捉賊的伎倆。

拒「跪」激進反對派
大「剪」修訂阻拉布陳

健
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日恢復審

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相關撥款申請，反對派「出爾反爾」，提

出1,133條議員議案拉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經過一天的審議

後，決定「亮出大剪」，大幅度縮壓議案數目，包括整合或只選

出具代表性的議案，合計上限為133項。提出垃圾修訂的多名激

進反對派議員不滿有關裁決，聲稱要「十倍奉還」、「全面開

戰」，包括拒絕修訂，及會阻延立法會其他會議進行。陳健波批

評，這種「惡人先告狀」之風不可長，他決不會輕易「跪低」。

陳健波昨日向傳媒表示，他在小心篩選、詢問立法會
秘書處和法律顧問意見後，就多名激進反對派議員

合共提交的1,133項議案作出裁決，獲批准的僅20項。其
中，激進反對派議員黃毓民提出的700項修訂議案，全數
不獲接納。提出70項的「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只獲批1
項，其同黨陳偉業提出的100項則只獲批6項。

行使主席權力 千一變百三
針對部分議員提交的修正案有重複，陳健波已將有關
議案退回，並要求有關議員整合議案。每名議員只能提
出20項至30項修訂議案，以合計133項為上限，並須
於今日上午11時會議前重新提交已修改的議案內容。
他強調，自己所做的是一個負責任財委會主席要做的
事，而他要求整合議案是適當及合理的，行使的是主席
的合法權力，做法公平公正，並無隻手遮天。
陳健波坦言，在暑假前，財委會已經就創科局的相關

撥款申請討論了28小時，再加上今日的4個小時會議，
整個撥款的討論長達32小時。自己也曾考慮不削減動
議的數目，讓創科局撥款討論至聖誕節，但「我覺得這
不是一種負責任、財委會主席應該做的」，又相信刪減
議案會得到很多市民支持。

承諾予議員充分時間討論
他保證，在議員整合動議後，仍然會有充分時間讓議

員討論，又估計審議及表決該133項修正案需要3個多
小時。被問及這是否意味今日4小時的兩節財委會會議
上可以完成處理，他則指議員在會上仍可提出「中止待
續」等議案，並預料各反對派議員會使用不同的規程變
相拉布，故現階段難以估計何時表決。
各激進反對派議員均聲稱陳健波的裁決「太專橫」，

非但拒絕整合其議案，更聲稱要「十倍奉還」、「全面
開戰」。黃毓民稱：「唔會理佢（陳健波的裁決）。我

警告佢，高鐵追加撥款唔使嚟（財委會），我哋一定全
面開戰。」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則稱，議員可以
臨時提出議案，毋須事先預告，自己會「抗爭到底」，
預告會在今日會議拉布。陳志全則稱，「你（陳健波）
有權用到盡，我哋咪將自己嘅權用到盡囉！就是不停要
求點算人數！」

激進派揚言「全面開戰」
該批激進反對派議員「坐言起行」，在昨日的立法會
大會上瘋狂要求點算在席人數，令立法會大樓內全日鐘
聲不絕。
陳健波其後強調，「冤有頭債有主」，議員不滿他的
裁決，應該在財委會上解決，不應牽連立法會大會，連
累其他議員飽受無理及煩厭的「點人頭」行為，更批評
這種任意妄為的「靠惡文化」，已蠶食了香港的基本價
值，自己決不會被這些「靠惡文化」嚇倒而「跪低」。

葉國謙：建制派必「迎戰」
民建聯議員葉國謙指出，法院早前的相關裁決已說

明，主席有權採取措施令會議有效運作。財委會討論創
科局撥款申請已超過28小時，且反對派議員提出的修
訂議案均瑣碎無聊，要其他議員逐項表決是不能容忍
的，不去整合議員議案只會浪費公帑和議會的時間。
他讚揚陳健波的處事方式「沉得住氣」，公正合理，

又批評激進反對派議員所謂的「全面開戰」，拖延財委
會審議其他議案以至大會舉行，是要挾、惡霸行為，建
制派議員以至市民都會「迎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大會昨晚通過為
食水安全立法的無約束力議案。在辯論期間，激進反對
派議員因為他們針對創新及科技局提出的逾千項垃圾修
訂，被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大幅削減，而在大會上不
斷以點算會議法定人數拉布，更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最
終被否決，但已浪費了不少時間。
立法會昨日辯論「為食水安全立法」議案。提出動議
的公民黨議員郭家麒稱，世界衛生組織早在上世紀50
年代已就食水安全作出指引，世界各地也有相關立法，
例如新加坡及台灣都有監察食水中多種化學品及放射性
物質，惟香港相關水務條例過時，未能有效監管水質。

郭偉強促增監督挽信心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指出，食水含鉛量超標事件初期，
特區政府顯得手足無措，之後才逐步改善，包括成立多
個委員會跟進事件。他批評水務署沒有貫徹執行水務設
施條例，監管不足，當局有需要修訂相關條例，以及加
強監督力度，以挽回市民信心。

葉太倡向水務監督放權
新民黨議員葉劉淑儀則認為，即時立法並非有效解決
問題的辦法，應該賦予水務監督更大權力，確保食水安
全。
由於多名激進反對派議員就立法會審議成立創科局撥

款所提出的逾千項臨時動議被大幅縮減，他們即宣佈
「全面開戰」，在是次會議上不斷以點算會議法定人數

拉布。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更在傍晚提出中止待
續議案，要求等待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出席會議。

高永文：政府態度開放
出席會議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解釋，陳茂波正
在北京出席「一帶一路」研討班，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
又因家事離港，未能出席會議，但發展局及水務署都有
官員參與會議，過去數月各相關政策局和部門都有緊密
配合處理事件。且議員昨已就議題作詳細和深入討論，
中止待續並不合適。有關動議最後在分組點票下被否
決，會議得以繼續。
高永文其後總結發言時表示，已細心聆聽議員意見，

並一一記錄作參考。他表明，特區政府對食水安全立法
持開放態度，會仔細研究有否需要修訂現行法例或另訂
新法例，亦會參考政府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之最後調
查結果和建議，再作取決。

激進派狂點人數 拿市民水安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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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昨日到香港消防處多個執法單
位的辦事處，了解消防處人員在監管危險
品、改善樓宇消防安全及巡查消防設備等
各方面的工作，並與前線人員交談，了解
他們在工作上面對的種種挑戰。

黎文軒陪同參觀各部門
在消防處處長黎文軒陪同下，林鄭月娥

首先參觀位於葵涌的危險品課辦事處，聽
取負責人員講解危險品的監管及執行《危
險品條例》的情況。林鄭月娥欣悉該課在
2014年成立防火執法專隊，與打擊非法燃
油特遣隊的互相配合下，提高處理投訴及
執法的效率。
林鄭月娥隨後轉至旺角的樓宇改善課辦

事處，了解有關人員執行《消防安全（建
築物）條例》及《消防安全（商業處所）
條例》的情況。林鄭月娥表揚該課人員依
例執法，為本港舊式綜合、住用及商業用
途樓宇提供更佳的防火保障。
接着，林鄭月娥到消防處總部大廈，聽

取消防設備專責隊伍的工作匯報。該專責
隊伍近年積極巡查各類型樓宇的消防裝置
及設施，確保各消防裝置及設施能時刻保
持有效運作，並監管註冊消防承辦商的水
準。她鼓勵執法人員繼續採取各種措施，
確保承辦商的各項消防工程達到標準，令
廣大市民都能有一個安全的居所。
參觀期間，林鄭月娥讚揚消防處不但在

救災扶危不遺餘力，更致力消防安全，不
但執行消防安全法例工作，並透過消防安
全教育和多元化宣傳計劃，令市民更關注
消防安全隱患，提升本港消防安全水平。
她期望消防處人員繼續秉持對工作的熱誠
和專業精神，竭誠為市民及社會服務。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
員會近月發起「請支
持器官捐贈」行動，委
員會主席、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連月推廣
「器官捐贈卡」。她昨
於立法會推動「簽
卡」，卻不慎滑倒受
傷，不過仍成功游說
7位議員「簽卡」。
她事後需看中醫針
灸。 ■記者 鄭治祖

捨身助人

■林鄭月娥與打擊非法燃油特遣隊人員交談。

■陳健波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