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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氏民調」最新的政治團體民
調，排名第一的竟是民協，而公民
黨及民主黨排名亦大幅上升，分據
第二和第三，結果令反對派大喜過
望。「鍾氏民調」是否科學是否中
立，外界自有公論，但民調結果不
應偏離事實，如果民協排名真的第
一，民協參選區議會以至立法會自

然是佔有極大的優勢，馮檢基這樣的民協代表人物躺
也能選上。這樣，民協還有必要日日在傳媒上大打
悲情牌、日日告急嗎？如果民協民望這麼高，為什麼
這麼多年民協都是「一人黨」？只要有基本常識，相

信都會懷疑「鍾氏民調」的結果。
其實，「鍾氏民調」有關政治團體的評分，一直存

有一個極大漏洞，就是各政黨政團的排名每一次都是
變化極大，但這有可能嗎？市民對於政黨的評價，往
往是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認知而建立的，市民當然會
因為一些政治事件而影響對某些政黨的評價，但卻不
可能幾個月前認為民建聯最佳，兩個月後卻給民建聯
零分，這是不可能的。但只要看看「鍾氏民調」的政
黨團體評分，可以看到不同政黨的排名每一次都可以
變化極大，就如反對派政黨可以突然急升，建制派政
黨可以突然急跌，但「鍾氏民調」能夠解釋原因嗎？
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筆者翻查過去選舉前進行的

「鍾氏民調」，幾乎每一次反對派政黨的評分都急
升，相反建制派卻是下跌，為什麼會這麼巧合，實在
令人費解。
民調不能脫離事實，「鍾氏民調」雖然評了民協民

望第一，但民協卻是有苦自己知。就以民協的「萬年
議員」馮檢基為例，他在今屆區議會的麗閣選區，面
對工聯會陳穎欣及前民協副主席黃仲棋挑戰。馮檢基
是「超級區議會」議員，下年要尋求連任，需要取得
區議員的入場券。在上屆區選中，馮檢基僅以2500票
擊敗工聯會的范國輝，僅比對手多出500票，以民協
在該區多年的地區工作及馮檢基的明星效應，成績明
顯不理想。這次工聯會改派年輕、高學歷的陳穎欣挑
戰，馮檢基已經沒有多大優勢，再加上面對黃仲棋的
狙擊，能否保住手上議席將成疑問。
民協的計劃，本來是讓馮檢基下年立法會再選「超

級區議會」，副主席譚國僑再選九龍西。但如果馮檢
基落敗，以馮的性格為保住議席，必定會要求譚國僑
讓路，這不但會引發譚國僑不滿，連黨內年輕一代也
不會接受，隨時會激化民協的分裂。因此，馮檢基的
議席絕對是不容有失。但現在「鍾氏民調」卻為民協
派高帽，指其民望全港政黨最高。但如果民望真的這
麼高，有必要如馮檢基般日日出來打悲情牌、打告急
牌嗎？如果民主黨、公民黨真的民望這麼高，有必要
日日在區內炒作鉛水事件，將TSA肆意政治化，為什
麼不敢拚地區政績、拚基層服務呢？議席才是政黨實
力和民望的體現，誰擁有最多的議席就擁有最多的支
持。「鍾氏民調」的政黨民調，政治色彩太濃厚，政
治目的太明顯，參考性相當有限。最諷刺的是民協，
一邊戴民望第一的桂冠，一邊到處告急，有這樣窩
囊的第一政黨嗎？

「鍾氏民調」派高帽 民協有苦自己知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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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近日訪港，反對派各黨派以及李柱銘、陳方
安生，疑主動尋求外國勢力介入港大事務。有人指港
大是香港指標，如果港大有問題，即代表香港亦有大
問題存在；有人聲稱，香港正面對多方企圖破壞制度
和價值，特別提及港大事件，認為港大是院校自主和
學術自由的橋頭堡，美國多間大學得悉港大事件，認
為可以透過院校之間，以公民社會提供支持。有人爆
料，佩洛西亦同意美國大學應支持港大的說法。

引狼入室圖令「佔中」死灰復燃
記得去年「佔中」爆發前夕，李柱銘、陳方安生專

門訪問美國，要求美國派遣議員或者官員到香港，對

香港問題指手畫腳。當時，李柱銘還向美國官員表
示，希望美國國會能重啟1992年通過的《美國─香港
政策法》。該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每年向國會提交香
港報告，但在實施15年後於2007年終止。重啟此法，
明顯暴露反對派引狼入室的用意。

去年「佔中」失敗了，反對派認為，失敗的最主要
原因是外部勢力的支援不夠，美國沒有盡力為反對派
打氣。現在，反對派的動員能力已經陷入低谷，「佔
中」的號召力已經煙消雲散，一定要製造一個新的政
治事件，才能重新把反對派聚集起來，才能重新形成
亂港的歪風。所以，現在港大風波正好成為李柱銘等
反對派利用的把柄，趁機發難，又有了邀請美國干預

香港的借口，重新爭取主子的支持，好令反對派亂港
的氣焰死灰復燃。

美國介入港大風波反映美國的霸權心態，不惜充當
世界警察，死心不息要把港大變成反中亂港的大本
營。有美國國會議員胡說，港大的校務委員會不是普
選產生，所以外國的公民社會可以提供支持。這種
「公民社會支持論」，完全是粗暴干涉香港事務的表
現，完全沒有法律根據。按照香港的法律，港大屬於
公營大學，校監就是行政長官。校委會的主席和部分
成員，應由行政長官委任。港大不是美國人辦的，美
國的法律和規矩也管不了香港的事，美國沒有權力和
資格對港大的事務指手畫腳，橫加干預。

借助外力將港大變成反中亂港大本營
反對派告洋狀，乞求美國國會議員干涉港大事

務，干擾港大正常運作，必然會損害港大百年基
業，必然會造成港大進一步撕裂，給港大添煩添
亂。在港大副校長任命事件上，反對派一直表示擔
憂，港大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因為受到外人的干
預，失去獨立自主。現在他們用行動掌摑了自己一

大巴。反對派要求改變校委會中「外人」的比例，
實際上是想拒絕700百萬香港人的代表參與港大的管
理。現在，他們認為美國應該介入港大的事務。原
來，在反對派眼中，非港大的校委是「外人」，而
美國國會議員不僅不是「外人」，根本就是應該言
聽計從的「自己人」，是主子。反對派所謂關心港
大自主權，只是用來掩蓋干預港大的行為。干預失
敗了，就向美國搬救兵，請後台老闆直接出面。說
穿了，「不想外人干預港大院校自主 、學術自
由」，只是對港人而言；如果主子出面干預，不僅
沒有問題，而且巴不得馬上出手。

反對派不打自招，說港大很重要，港大有問題，就
等於香港有問題，因此美國一定要介入干預。這暴露
了反對派及其主子，都視港大為重要的政治基地，把
港大當作搞大規模動亂的理論中心和組織中心。

控制了港大，控制了港大的「政治學者」，就可煽
動學生反對政府，反對中央，從而製造全港仿效的連
鎖反應，好掀起一波又一波「雨傘革命」。為什麼反
對派要邀請美國國會議員干涉港大事務，居心已經昭
然若揭。

高天問

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一方面叫嚷抗拒外力干預港大，另一方面卻趁美國眾議院議

員佩洛西近日訪港，主動向美國老闆告狀，匯報港大風波的始末，更邀請美國介入。反對派

邀請美國干預港大事務，「搬救兵」，出賣香港尊嚴，損害國家主權，是開門揖盜的行為，

嚴重傷害港大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挑戰「一國兩制」，企圖把港大風波政治化、國際

化，繼而煽動學生鬧事，策劃「二次佔中」，把香港推向永無寧日的深淵。

反對派開門揖盜邀請美國干預港大事務

反對派雙重標準
引洋力插手港大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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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因應
公眾近日廣泛討論特首出任大學校監的
制度，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昨日將
「資助院校校監和其管治團體成員之組
成及產生方法的相關事宜」列入會議討
論，但結果討論內容卻環繞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昨日因公事未能出席一事上。多
位反對派議員武斷指控吳「刻意逃避會
議」，即使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已清楚
解釋吳的缺席理由，重申行政機構有權
委派指定人選出席會議，但有關議員仍
全程糾纏在吳克儉的缺席問題，結果特
首任校監的討論毫無進展。
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昨日下午展開，

主要討論三大議題，包括「有關加強職
業教育的措施的推行進展」、「推行第
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進展」及「資
助院校校監和其管治團體成員之組成及
產生方法的相關事宜」。吳克儉因應邀
請出席首個議題，其後因公事先行離
開，並由副局長楊潤雄繼續留下解答議
員提問。
委員會主席林大輝在會議正式開始

前，問及吳克儉為何不出席第二個及第
三個議題，吳克儉解釋因有其他日程需
要處理，無法抽身出席。當會議進入第
三個議題時，民主黨議員何俊仁借題發
揮稱，有關議題該由吳克儉親身作答，
謂對方有心逃避，留下楊潤雄應付議員
的做法不恰當。其後其他反對派議員葉
建源、梁耀忠、陳志全、黃碧雲、梁國
雄等人先後發表類似的不滿，又要求將
議題押後，直至吳克儉出席會議。

為港生赴星考察活動打氣
楊潤雄解釋指，吳克儉需要參加一個與大學生

會面討論的公事活動，致未能抽空出席會議，強
調在現有機制下，局方有權委派指定人選出席會
議。吳克儉的新聞秘書其後補充指，吳當時要出
席新加坡駐港領事館舉辦的活動，活動是關於為
香港的大學生提供獎學金到新加坡考察，吳克儉
到場支持有關計劃，並為學生打氣。
建制派議員譚耀宗、李慧琼、田北辰及馬逢國

相信楊潤雄身份足以代表局方，無必要為吳克儉
缺席而腰斬會議，但反對派議員拒絕「收貨」，
會議時間一分一秒流失，林大輝最終決定將議題
押後討論，結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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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創新及科技局撥款申請
飽經多年拉布折騰，上星期終在新任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主席、保險界議員陳健波果斷「剪布」下，獲大比數通
過，本月20日將正式開局。陳健波昨日明言，議員拉布
行為神憎鬼厭，拖延會議，建議日後應制定機制抗衡拉
布，讓拉布議員付出代價，包括考慮扣減議員薪酬及要
求增加會議等。對於自己主持經常發生拉布的財委會，
陳健波亦不禁謂「心力交瘁，真係好辛苦」。
陳健波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主持會議時常
遇到議員對抗而感到心力交瘁，並嘆謂「真係好辛
苦」，而且「現時社會側埋一面，啲惡人太多」。他續
說，「『拉布四丑』是四個人八隻手，我得一個人兩隻
手，還要有法律綁住，我不可以讓他們胡來，加上我做
每件事將來都可能被人司法覆核，所以我做每件事(決定)
都要無懼任何人司法覆核」，強調自己主持會議秉持依
法辦事精神，即使以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般「狡
猾」的議員，亦未必能提出司法覆核，足以證明他「剪
布」有法理依據。
面對拉布情況時有發生，陳健波明白議員須就具爭議
性的項目作出有關行為，但冀他們「唔好日夜都拉」，
並認為議員僅為拖延會議而無故拉布的行為是非常「愚
蠢、無謂」，故希望各人能明白他「剪布」的決定，重

申「剪布」的大原則是「合情、合法、合理」。他更直言「議員
表達意見唔係大晒」，他做主席要平衡議員發表意見及香港、立
法會會議的進度。 他直言拉布神憎鬼厭，應令有關議員付出代
價，建議制定抗衡拉布機制，例如扣減議員薪酬及要求增加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5名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去年被密件揭發，涉嫌秘密收受壹傳媒集團前
主席黎智英多筆捐款，刻意隱瞞申報利益。立法會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終
完成初步報告，料在今年內會向立法會大會提交，
可望下月公佈。據了解，有反對派擔任委員的立法
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認為秘密捐款的投訴
不成立，「放生」全部5名涉事議員，只針對議員
利益申報的制度提出一些改善建議。有建制派議員
認為，由於遭反對派議員「阻撓」，實在難以尋找
真相，只能寄望廉政公署秉公辦理。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昨日召開閉門會

議，商討黎智英向工黨主席李卓人、社民連主席梁國
雄「長毛」、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及議員毛孟靜，以及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等多名反對派議員，涉嫌秘密捐款
的投訴。有市民當時已向廉署舉報。立法會方面，由
於一直被反對派議員阻撓，調查工作僵持不下，經近
一年時間終有決定。
本身為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的委員會主席葉國

謙於閉門會議後向傳媒表示，有關報告已初步完成，
如無重大變動，稍後會向有關議員和證人交代報告內
容，期望於今年內將報告提交立法會大會，目前不便
透露內容詳情和他的表決意向，但公佈報告文件時將

有逐字記錄。
據了解，昨日會議主要討論立法會秘書處根據委員

上次投票結果而撰寫的報告初稿，若沒有委員提出反
對，秘書處只需對部分細節提出修訂，修訂後便會轉
交各被投訴議員及相關證人參閱。待各人回應後，再
將最終報告提交立法會大會表決並公開報告內容。

涉案議員「金主」各搵藉口
據悉，委員會早前審議期間，被指各收受了50萬

元捐款的毛孟靜及涂謹申，「堅稱」並無收過有關捐
款，委員會惟有「放生」二人。而被指收受150萬元
的李卓人及100萬元的長毛，以及收取30萬元的梁家
傑，則聲稱代表所屬政黨或團體收受，不涉個人利
益，認為毋須向立法會申報。李卓人及長毛承認，曾
將部分捐款收歸私人名下的賬戶，直到醜聞曝光後才
急就章把有關款項轉回相關政團戶口。至於涉嫌「金
主」黎智英，在閉門盤問作供期間多次以「唔清
楚」、「唔知道」作回應，令委員無從入手。
報告會就現行議員申報利益制度提出改善建議，

令申報要求更清楚，如議員以什麼身份收取的捐款
才需申報。不過，這些建議須獲議事規則委員會支
持，再提交立法會大會通過才能落實，預計未能趕
及明年7月，即本屆立法會會期完結前完成修例。

劉迺強：自打嘴巴偽善
本身為港大校友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昨日

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反對派一方面要求他人勿干預港
大的學術自主，一方面卻要求美國「關注」港大事務，
顯然自打嘴巴，其雙重標準說明反對派是如何偽善。他
謂，反對派過去聲稱他人干預港大事務，現在反對派要
求外國勢力介入港大事務卻是證據確鑿，無可抵賴。他
認為，港大問題變得複雜，正因反對派企圖改變港大內
部行之有效的規則，為其度身訂造新規則。如要解決港
大問題，最好做法是按照港大既有規則辦事。

盧瑞安：恐步台灣後塵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亦批評，反對派再「告洋
狀」的行為非常差勁，今次「連本地教育的事都要搵外
國人去干涉」，擔心「再咁搵外國勢力，香港就會好似

台灣咁，俾美國搞到亂晒一樣」。他呼籲，港人在回歸
後「應以作為中國人而光榮，好好改變自己的心態，勿
再以一個殖民洋奴的心態看待任何事情」。

楊耀忠：干預學術自由
港區全港人大代表、香港教育機構教育發展總監楊耀

忠指出，反對派再在不同場合要求美國「關注」港大情
況，顯然干預學術自由和院校獨立自主，嚴重破壞香港
學術環境。他批評，反對派為捧陳文敏做港大副校長，
經常稱外界不應干預港大獨立自主，現在卻公然要求美
國的政黨介入港大事務，再次反映反對派總是「講一套
做一套」。楊耀忠強調，為讓港大回復正常運作，反對
派不應要求外國為事件說三道四，而應由港大自行決定
內部事務，這才最有利港大發展。

王敏剛：順應時代反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表示，反對派向佩洛西「告
狀」，僅因他們「乏人理會」，故每遇到「知名人
士」，便胡說八道，任意「撒嬌」。他強調，目前歐美
各國積極與中國建立良好關係，反對派卻仍以舊思維
「『唱衰』國家及香港特區政府」。他還指出，剛舉行
的「習馬會」都提出如何振興中華，反對派卻反其道而
行，總是「唱衰」國家以致香港。他提醒反對派若仍覺
自己是「中國人」便應順應時代，反省自身。

林健鋒：邀介入不合理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指出，每個地
區的大學均有自己的管理方法，就算美國境內的大
學，亦非任由外人「指指點點」；況且，港大屬香港
特別行政區其中一所大學，港大本身亦有一套行之有
效的管理模式，反對派主動要求佩洛西介入實在不合
理、不合適。

何俊賢：為選票炒議題
民建聯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說，反對派重蹈覆轍

藉口「交流」向美國「唱衰」香港，為求炒起輿論爭取
選票無所不用其極。他認為，反對派若不滿港大副校任
命，可透過內部解決，而非勾結外國勢力，這無疑損害
「一國兩制」。他又認為，「反對派常勸喻特區政府勿
干預學術自由，現在卻找外國勢力干預校政，明顯存在
邏輯問題，是雙重標準」，呼籲反對派實是求是，勿
「放清兵入關自毀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包括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禍港四人幫」

之一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在內的反對派分子，前日趁美國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率團訪

港時再「告洋狀」，會面期間疑要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大學事務，據悉與會的眾議員稱多間美國

大學及公民社會或支持港大自主。香港社會各界昨日批評，反對派再「告洋狀」，公然要外國干

預港大校政，不僅嚴重損害本港院校獨立自主原則，而且凸顯反對派早前所謂勿干預港大自主的

「呼籲」是雙重標準，內心偽善。各界認為，反對派應反省「告洋狀」思維，勿讓外國再對港事

務說三道四，才最有利港大發展。

「黑金」案 反對派疑放生自己友

各
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