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波警告反對派
再「玩嘢」定「行兵」

日前，梁天琦、黃台仰被揭露密會美國駐港領事館人員。昨日，《蘋果日報》又用一個整

版，做「五大學生會生力軍接力抗爭」的專題報道。《蘋果日報》是美國人的傳聲筒，《蘋

果日報》吹捧支持傾向「激進本土派」的大學學生會，反映美國人加緊對香港的干預，落力

扶植崇尚激進暴力的新一代佔據香港的政治舞台，取代原來較溫和的傳統反對派，為策動新

一波「雨傘革命」、「魚蛋革命」積蓄反港力量，以達到圍堵中國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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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委會代主席陳鑑林「剪布」通過高鐵追加撥
款。「人民力量」成員「快咇」譚得志，在網上
公開陳鑑林的住址，更意圖煽動網民包圍陳鑑林
的住所，騷擾陳鑑林及其家人。立法會議員監督
政府施政、對公共財政進行表決，這是基本法和
香港法律保護的權力。任何人威脅議員的言行，
都是踐踏民主的行為。反對派口口聲聲說「爭取
民主」，但他們的「民主」，只允許自己發言，
不允許別人有不同意見，輸打贏要，要多數服從

少數。這種恐嚇威脅立法會議員的行為，明顯違
法，後果嚴重，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懲。
陳鑑林果斷「剪布」，順應民意，捍衛港人利

益，卻遭到反對派的猛烈攻擊。「人民力量」的
陳志全居然顛倒黑白，指「對於賊人入屋打劫，
不必講道理」。這根本是「賊喊捉賊」的強盜邏
輯。說明反對派將立法會當成了私有財產，變成
自己的家，他們要利用這個「家」舒舒服服地搞
亂香港。建制派議員為了公義，挺身而出，制止

反對派拉布搗亂，反對派就惱羞成怒、暴跳如
雷，不惜採取威脅的手段恐嚇、報復制止他們的
人。反對派開始失控，不僅僅在議會內癱瘓議會
運作，還使用近乎黑社會的手段，完全無法無
天，一切訴諸暴力。
反對派的暴力行為變本加厲，不斷惡化升級，

甚至帶有恐怖主義性質。立法會討論新界東北發
展計劃的時候，反對派已經採取過「包圍立法
會」，不允許建制派議員和官員離開，等同變相
禁錮。高鐵撥款的時候，反對派不僅堵塞立法會
大樓的出口，更對建制派議員盡情侮辱。如今，
激進反對派更在網上鼓吹成立「香港獨立軍」、

「香港共和軍」，散播製作炸彈、汽油燃燒彈、
化學武器等資料。
激進反對派包圍議會，煽動激進網民包圍立法

會議員的住所，再發展到製造爆炸品的地步，這
就是恐怖活動逐步升級的過程。利用互聯網煽動
包圍別人的住所，騷擾「剪布」議員及其家人，
本身涉嫌觸犯「不誠實使用電腦行為」，可以判
處監禁。至於在網絡上教授製造爆炸品，性質更
為嚴重，判處監禁的刑期更長。香港是法治社
會，不是違法的樂園，市民強烈要求政府迅速調
查案件，依法懲處有關人等，震懾鼓吹煽動暴力
者，防止同類事件一再發生。

煽動包圍議員住所必須依法嚴懲 徐 庶

《蘋果日報》吹捧「本土派」配合美國圍堵中國

新界東補選，梁天琦意外獲得6萬多票，立即引起美
國領事館的興趣，視「本土主義」是衝擊「一國兩制」
的新寵。於是就有美領館人員密會梁天琦、黃台仰。如
何大力扶植新的「民主領袖」，讓激進「憤青」成為抗
爭主力，是當下美總領館的首要任務。

「激進本土派」已成為美國新寵
「佔中」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終慘淡收場；去年區

議會選舉，傳統反對派的大佬紛紛「墮馬」，疲態盡
露，在美國人眼中，傳統反對派已經日薄西山，成事不
足，敗事有餘，不敢搞暴力行動，和美國發動「顏色革
命」的要求相去甚遠。相反，「傘兵」、尤其是打正
「勇武抗爭」旗號的「本土派」異軍突起，得到美國人
的青睞。美領館人員密會梁天琦、黃台仰，就是一個象
徵性很強的信號。
另外，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粗暴干預香港事務，指香

港法院提審包括黃之鋒在內的3名「佔中」分子，是
「政治檢控」， 質疑審訊是「展示政治肌肉」，並吹
噓黃之鋒等人是「香港未來的最佳希望」，威脅「將密
切關注」。美國的用意非常露骨，他們要保護「佔中」
的搞手，如果香港依法制裁「顏色革命」的「希望」，
美國絕不會善罷甘休。

部署搶攻立會選舉 搞亂香港干擾內地
最近一段時間，《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傳媒的社論和

主要文章，都在將上街抗爭的青年美化為「革命家」，
認為傳統反對派已失去群眾支持，難成氣候。《蘋果日
報》有關五間大學學生會領袖的報道，放大突出「他們
準備坐監」，煽動大學生一邊暴力抗爭，一邊參選。受
此氣氛刺激，激進組織紛紛宣佈將參加今年9月的立法會
選舉，希望殺入立法會。「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周庭

及黎汶洛已經成立新的政黨，將於下月誕生兼公佈9月份
立法會參選名單。而黎汶洛所謂「退出學民」，不過是
掩眼法，只是與其他激進「憤青」另組黨，準備9月份在
九龍東參選，學聯秘書長羅冠聰卸任後則會出戰港島。
近期，美國從軍事上、金融上，都加緊對中國的圍

堵，與韓國搞聯合軍演，調動了最新的航母群闖入了南
沙群島，向中國「展示肌肉」。穆迪故意降低中國內地
和香港的主權評級，密謀與國際大鱷配合，企圖發動新
一輪狙擊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金融戰爭，如果香港再出現
政治波動，就更加有利於美國的圍堵。所以，美國已經
開始部署本港的「激進本土派」搶攻9月份的立法會選
舉，利用「激進本土派」令香港雞犬不寧，金融市場受
衝擊，美國才能上下其手，搞亂香港，繼而干擾內地，
這就是美國人及《蘋果日報》扶植「激進本土派」全面
接班的如意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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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近年不
少政策措施都要經歷立法會拉布，但政
策未能落地時，矛頭卻是對準行政長官
梁振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榮
譽會長鄭耀棠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梁振英是有使命感的人，任行政長官三
年多以來也做了不少事，在面對違法
「佔領」、旺角暴亂等問題上也「頂得
住」，反映他有承擔、不退縮，表現值
得肯定。

任期有年餘 落實政綱時間多
就有人聲稱梁振英在取消強積金對沖

的問題上「走數」，鄭耀棠不認同有關
說法，「『走數』是答應了之後一個
『屈尾十』就走人，但現在看還有一年
多的時間（任期），不能說是『走
數』，事實上他也在處理當中，不是不
處理。」
他強調，無論如何，梁振英應該兌現

其競選承諾，「CY（梁振英）做得好的
地方我們當然全力支持，他對基層關
懷、採取的措施，這些東西我們是擁護
的，我們本身和CY是友好合作關係。」
被問及會否支持梁振英競逐連任特

首，鄭耀棠坦言不知道梁是否還有無興
趣參選。至於對下屆特首選舉的看法，
鄭耀棠表示不論任何人，只要合資格就
可參選，又認為民建聯派人參選是「有
好有不好」，「好是她是最大黨，但也
可能會被批評『一黨獨大』，最多選票
又是你，行政長官又是你，這樣未必是
好的做法。」

■謝偉俊昨於論壇上發言。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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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俊責反對派做「初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梁家傑與創黨黨員黎廣德，昨日在一個論壇上稱中央
政府近年「加強對香港管治」，更稱此舉破壞「一國
兩制」。同場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反駁，是香港部分
人過去不斷「搞事」，導致中央認為香港走歪。他又
強調，「港獨」並非大多數港人的意願，表示既然不
想決裂就應嘗試修補關係，回歸理性、爭取溝通。
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昨日舉辦論壇。謝偉
俊、梁家傑、黎廣德以及「新力量」網絡研究員楊庭
輝，就「一國兩制」在港的實行與廣深港高鐵等議題
同場辯論。

謝偉俊：中央須平衡各地聲音
梁家傑在開場時稱，「回歸之初，中央用一句『馬

照跑、舞照跳』來自我約束無限的權力」，但至今
「約束」愈來愈少。黎廣德則「同氣連枝」地稱，
「北京」在香港的「控制」和「干預」愈來愈多，說

明「一國兩制」受到破壞。
謝偉俊反駁，香港目前的情況與回歸初期確有不

同，但「不同」的原因要深究，要搞清楚誰做「初
一」，誰做「十五」。他看到過去出現一些事件，
「人哋唔犯我，但我哋經常不斷去犯人」，導致中央
認為香港走歪了，有必要「撥亂反正」，故港人要明
白到當中「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原理。
他又指，國家要面對內地其他省市的壓力：香港目

前GDP只佔全中國的2.5%，但享有很多其他省市沒有
的優惠，如毋須上繳稅項、交付軍費、居民不必服兵
役等，但同時香港有部分人經常搗亂、搞事、發佈挑
釁性言論，「將心比己，如果你是中央領導人，你要
如何照顧、平衡全國各地的聲音？」

妙喻港無條件與內地「離婚」
楊庭輝在論壇上，以「夫妻不和，一方想離婚」來

比喻內地和香港的關係。謝偉俊笑言，離婚都要看經

濟等方面是否有條件，並強調「港獨」並非大多數香
港市民的意願，而「如果冇條件離婚，就要先修補關
係」，呼籲各方應爭取更多空間與中央溝通，「回頭
是岸。」
立法會財委會上周通過廣深港高鐵追加撥款，梁家

傑聲稱，香港目前的基建「全部面向內地」，是內地
在「掏空」香港的庫房。謝偉俊反駁，中央政府庫房
充裕，說中央利用跨境基建「索」香港的「油」並不
可信，高鐵的作用是加強內地和香港的融合。

反對派聲稱財委會通過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追加撥款時，有建制

派議員在表決時，同時在贊成及反
對時舉手，更在翌日的會議要求陳
健波推翻表決結果，在未能得逞後
即霸佔主席枱，令會議無法進行。
陳健波指出，立法會會議廳面積
十分大， 在表決高鐵撥款時，有反
對派議員以「大聲公」不斷叫囂，
場面嘈雜，始導致有部分建制派議
員一直舉手的畫面。
自己事後已向有關議員了解，他們
均表示自己很想高鐵項目通過，「當
時四周很嘈，場面混亂，怕秘書處看
漏了眼，於是一直舉手示意。」

表決結果合法不能推翻
陳健波承認，出現這樣的場面，
在觀感上可能會令外界有些意見，
但從法律角度來看，該次表決結果
並無問題，而在立法會歷史上，從
未試過推翻一個符合程序的表決結
果。當時，反對派不斷高叫「表決
無效」的口號，證明他們也知道會

議的進程，不能「輸打贏要」，不
能只因不喜歡投票的結果就試圖推
倒：「如果立法會做了決定可以任
意推翻，還有王法可言嗎？」

倘續拉布增保安加開會
他批評，由於所謂「溫和反對

派」的包庇，間接鼓勵了會內激進
反對派變本加厲，造成大混亂，反
映這些「溫和反對派」的行為「更
加壞」，而他絕不會永遠容忍下
去，「立法會如社會的縮影，若暴
力可以取勝，社會就會更加暴力，
秩序就會蕩然無存。」倘反對派繼
續抗議而不開會，等於逼他做一些
「平日不做的事」，即加強保安，
但此舉難免令保安人員受傷，是他
不想見到的。
他又透露，財委會已累積大量工

務工程和涉及民生的撥款申請，估
計要在4月加開多次特別會議，「全
速」進行審議。倘反對派繼續拉
布，他不惜周日開會，爭取在會期
完結前完成所有的審批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搗亂上周

六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包括離座搶佔主席枱等，令多項

影響民生的撥款未能開展討論。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昨日在接受

電台訪問時批評，反對派「玩嘢不要玩得太耐」，強調自己抱

着「先禮後兵」的原則，但「禮」已用畢，倘反對派繼續搗

亂，他就會「行兵」，即採取強硬的態度，包括考慮加強保安

級別，避免反對派議員再次佔據主席枱，阻礙會議進行。

陳鑑林料續爭拗「一地兩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代
主席陳鑑林果斷「剪布」下，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上周終通過高鐵工程196億元
追加撥款申請。陳鑑林昨日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坦言，日後在討論高鐵如何執行
「一地兩檢」時，反對派一定會挑起很
多爭論。
反對派議員聲稱，會就他「剪布」後、
現場一片混亂的情況下表決的做法提出司
法覆核。陳鑑林指出，各反對派議員當時
高叫「表決無效」的口號，證明他們清楚
知悉當時正就高鐵撥款申請投票。
就新任公民黨議員楊岳橋聲稱當日自

己「不獲准發言」，陳鑑林強調，由於
自己早已宣佈進入《財委會會議程序》
第三十七A條臨時動議的階段，故應先
完成所有第三十七A的動議，才讓楊岳
橋發言7分鐘，而他沒有不准楊發言，
只是時間都被他們自己「騎劫了」，

「反對派議員都知道（楊有發言時
間），現在竟轉過頭來說沒有（機
會），只是藉口而已！」
被問及在投票時未有舉手贊成也無反

對的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指代主席未
有就棄權一項叫議員舉手投票時，陳鑑
林回應說：「通常唔會咁做。」
他解釋，倘沒有人要求記名表決，主
席只須以支持票或反對票較多作裁決，
「棄權票是不會計算在內，有任何票數
都係無意義。」
陳鑑林坦言，有關高鐵撥款的爭拗已

暫告一段落，立法會未來將進入討論
「一地兩檢」的問題。他認為，高鐵香
港段可以「保稅區」的方式實行「一地
兩檢」，「其他兩個國家（美國及加拿
大）都可以做到，為何『一國』之內辦
不到呢？但我估計，反對派一定會挑起
另一輪爭拗。」

■■陳健波警告會考慮加強保陳健波警告會考慮加強保
安安。。圖為日前反對派議員在財圖為日前反對派議員在財
委會會議上搗亂委會會議上搗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