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獲准保釋期間離港，前往達賴喇嘛的住處參加「族群青年

領袖研習營」，這個匯集了各種「獨派領袖」的政治聚會，控方、法官批准黃台仰離港參與

研習營十分荒謬。黃台仰是危險人物，保釋已不應該，傳遞了姑息縱容暴亂搞手的惡劣信

息。讓黃台仰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借境外分裂勢力為「港獨」撐腰，更傳遞縱容「港獨」與

「藏獨」、「疆獨」、「台獨」、法輪功合流的惡劣信息。控方、法官有維護香港法治和國

家統一、反對分裂的責任，應杜絕再傳遞此類惡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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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協和鍾庭耀的民調合作，進行所
謂香港新聞自由指數調查，說香港的
新聞自由連續兩年下跌。這是政治目
的非常明顯的調查，黑箱作業，旨在
抹黑中央、特區政府、建制派，企圖
渲染反中亂港氣氛，為「本土派」、
「港獨派」、反對派先造勢，影響9

月份的立法會選舉。
香港的新聞從業員起碼超過5,000人，此次所謂民調
僅發出700多份問卷，顯然是記協通過自己的渠道分
派給「自己友」，自己人調查自己人，結果可想而

知。至於說調查使用電腦輔助系統（CATI）進行電話
訪問，中間做了什麼手腳，誰也不知道。「鍾氏民
調」，隨心所欲，有求必應，已經是「品牌」了。出
錢調查的機構要什麼民意，「鍾氏民調」一定會令老
闆滿意。反正電話什麼時候打出，打給什麼人，都經
過精心設計，再加上提問的問題完全保密，所謂民意
就好像糯米湯丸，任由「鍾氏民調」搓圓按扁。
任何尊重事實的調查研究，都應該和實際相符合。
香港報紙傳媒是全世界最自由的。每天什麼新聞都可
以報道，反政府的遊行示威無日無之，記者採訪暴
亂，正在攝錄的鏡頭對準制止暴亂的警察，不放過任

何可以攻擊警察「濫用暴力」的機會，又為暴亂者日
後被控告時提供洗脫罪名的證據。世界上有哪個國
家、地區，有香港這樣寬鬆的新聞自由？
「佔中」期間，不少報紙、電台、電視台，每天
都大量報道違法「佔領者」要求推倒特區政府的聲
音，大力鼓吹「雨傘革命」，把戴耀廷、黃之鋒之
流吹捧為「英雄」，難道這不是「新聞自由」？今
年旺角暴亂，暴徒放火、掟磚頭、毆打記者，不允
許記者拍攝他們行兇犯罪的行為，這是眾目睽睽下
踐踏新聞自由，記協對破壞新聞自由的惡行輕描淡
寫地批評幾句了事，卻不支持政府依法嚴懲暴徒，
捍衛新聞自由。
在昨日的調查結果聲明中，記協無中生有地說，

「八成半的新聞工作者認為去年的新聞自由轉差，自
我審查的評分明顯惡化，無論公眾和業界都認為，傳

媒批評中央政府時普遍有顧忌，但兩者都認為，傳媒
的監察功效未有進一步削弱。」「傳媒的監察功效未
有進一步削弱」和「新聞自由轉差」根本自相矛盾，
記協自打嘴巴。眾所周知，在「佔中」、旺角暴亂等
一系列事件上，香港不少傳媒大肆報道「暴亂有
理」、「以武抗暴」、「暴亂是施政不力所致」，分
明顛倒黑白，不按事實報道，違反新聞基本操守，記
協居然說，「香港新聞自由轉差」，睜着眼睛說瞎
話。
記協並非提高新聞專業水平的團體，根本就是一個

政治組織，今年是立法會選舉年，為了配合「本土
派」、「港獨派」乃至整個反對派的選舉需要，吸引
更多反中亂港選民，記協和「鍾氏民調」合作搞選舉
工程，以「香港新聞自由轉差」誤導港人，打輿論牌
搶選票。

「香港新聞自由轉差」渲染反中亂港氣氛 徐 庶

批准黃台仰離港參與分裂活動傳遞惡劣信息

年初一深夜旺角暴亂中，涉嫌煽動及指揮暴徒的「本
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早前被控告一項暴動罪，
獲准保釋，案件定於昨早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再提堂。黃
台仰申請下月26日至5月5日離港10天，稱要到印度參
與在達賴喇嘛印度寓所舉行的「第十一屆族群青年領袖
研習營」，竟然獲控方、法官批准。

「藏獨」圖將「港獨」與分裂勢力合流
「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由「台諜」楊建利創辦的分

裂組織「公民力量」主辦，該營每屆都會邀請各國「反
華分裂組織」參與，是一個匯集了各種「獨派領袖」的
政治聚會，當中包括「藏獨」、「疆獨」、「台獨」、
法輪功等分裂勢力。研習主題就是「抗衡中國」，儼然
一個「敵對中國聯盟」。此外，研習營一直獲得美國國

家民主基金會贊助。
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今年踏入第十一屆，據悉「藏
獨」集團頭目達賴喇嘛屆時會出席。黃台仰透露，早前
獲邀到印度達賴喇嘛寓所，為第十一屆族群青年領袖研
習營擔任講者，這暴露「藏獨」企圖將「港獨」與顛覆
中國的分裂勢力合流。

保釋候審黃台仰姑息縱容暴亂搞手
警方早前以涉嫌煽動他人參與暴動罪、藏有違禁武器

及受管制藥物拘捕黃台仰，他被控一項暴動罪。暴動罪
是一項非常嚴重的反社會暴力行為，根據《公安條例》
(第245章)第19條規定，暴動罪的最高刑罰是10年監
禁。暴動罪對社會有重大的危害性，被控人有可能在保
釋期間繼續犯罪。對黃台仰這樣一個危險人物，上次法

官判保釋候審，控方律政司不反對，已不應該，發出了
一個錯誤資訊：黃台仰的罪行並不嚴重，社會危害性不
大。法官批准黃台仰保釋期間出境，律政司又不反對，
進一步傳遞縱容「港獨」與各種分裂勢力合流的惡劣信
息。

不可縱容「港獨」與各種分裂勢力合流
控方、法官今次同意黃台仰離港參與研習營，讓他將

香港問題國際化，借境外分裂勢力為「港獨」撐腰，更
傳遞縱容「港獨」與「藏獨」、「疆獨」、『台獨』、
法輪功合流的惡劣信息。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曾以「香港民主獨立」為
題，大肆鼓吹「港獨」外，還鼓動「港獨」與其他分離
主義同流，聲稱「(「藏獨」、「疆獨」)獨立思潮遍地
開花，佈及南、北、西三域，大陸陷入領土分裂危機，
港獨派系乘亂而上，自治獨立，且三地獨立成功，聯盟
更可發展成為聯邦制度，實行三國建交，圍堵大
陸……」看來這不是說說而已，香港分離主義勢力已在
緊鑼密鼓進行。
香港分離主義勢力參與研習營並非首次，去年5月，
學聯前任秘書長周永康、羅冠聰和社民連陶君行就獲邀
遠赴美國參與「第十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與「疆
獨」、「藏獨」及法輪功邪教等顛覆極端勢力分子「交

流」及「取經」，企圖將
「港獨」思潮與顛覆勢力合
流。其間，周永康更宣稱，
香港應聯結不同力量，去思
考在同一政權的「壓迫」
下，如何與各地「獨派」洽
商協作云云。前事未遠，今
次控方、法官又批准黃台仰離港參與研習營的分裂活
動，更傳遞縱容「港獨」與各種分裂勢力合流的惡劣信
息。

須杜絕縱容「港獨」的惡劣信息
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主管港澳事務的張德江委

員長明確指出，「中央對任何否定一國原則和損害兩制
的言行都要堅決反對和予以匡正」，他強調法治是香港
繁榮穩定的基石，保持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安定的生活都
必須堅守法治，「對於衝擊法治底線的行為，絕不能姑
息；構成犯罪的，必須依法追究。」這是對「港獨」勢
力的當頭棒喝，亦是對香港社會的警醒。作為控方的律
政司和作出判決的法官，是香港法治最重要的維護者，
有維護香港法治和國家統一的責任，不僅必須杜絕縱容
「港獨」破壞香港法治，而且必須杜絕縱容「港獨」與
境外各種分裂勢力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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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近
年有所謂「本土派」聲言要搞「港獨」，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認為，大部分香港年
輕人是理性、務實以及能幹的，認為「港
獨」在社會上不成氣候，並非主流聲音，
而是「噪音」。他強調，香港完全沒條件
脫離祖國，自己並不擔心香港會失去自
由、人權等價值觀。
唐英年昨日接受「香港願景」研究計劃

召集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訪問時表示，
今次兩會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央充分了
解香港現時情況，在對港原則上堅定不
移，堅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態度
務實進取，並無變得強硬。
對於有聲音指香港要脫離「一國」，他

認為這說法是不成氣候，香港完全沒條件
脫離祖國，很多同類聲音都是「噪音」。
唐英年強調，大部分香港年輕人是理性、
務實以及能幹，只有少數年輕人行為比較
偏激，但擔心這會令人覺得特區政府不願
意聆聽意見，故認為現屆特區政府要改善
溝通渠道，倘不採納意見時要作出解釋，
令市民明白政府有聆聽民間聲音。

■唐英年昨接受曾鈺成訪問，談及「港獨」問題。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停運」後的「學民思潮」一分
為二，其中一邊是下月中成立的新參政團體，聲言要推動香港於
2047年後前途問題的「民主自決」。將加入新參政團體的前「學
民」成員周庭昨日聲稱，在現時「『一國兩制』不斷倒退」下，香
港的「大限」隨時會出現，故需要「盡早討論」，但避答是否想不
要「一國」。
周庭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聲言，新參政團體提出的「2047年」只

是「好虛」的數字，在現時「『一國兩制』不斷倒退」下，自己對
「大限」究竟是否在2047年有疑問，認為「大限」隨時會出現，
市民現在開始就要關注，不要以為很遙遠。
被問到討論前途問題的前設是「兩制」與「一國」相等、「一

國」高於「兩制」、還是完全沒有「一國」，她僅稱可以完全沒有
前設，主持人再追問她對以上三點的立場，她謂「由市民決定」。
周庭又稱新參政團體希望推動「香港約章」，帶領社區討論港人
需要什麼政策，最終達至「自決」，而自己及前「學民」召集人黃
之鋒因年齡問題未能參加9月立法會選舉，但仍會用不同方法宣傳
新團體，希望將選舉化為一場運動，動員群眾關心社會議題。

阿湯擬出書宣溫和路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面對社會

撕裂情況愈趨嚴重，「民主思路」召集人湯
家驊透露，正準備於四五月間出書講述「溫
和民主」路線，希望能夠為香港尋找一個新
方向，打破目前的困局。此外，「民主思
路」亦正委託大學民調機構，進行有關「一
國兩制」及政制意見的調查，預計於下月底
公佈民調結果。

「無眼睇」狀黨「本土論述」
湯家驊昨日與傳媒茶敘時稱，「民主思

路」的方針較着重「一國兩制」和香港的政
制發展，並且與社會上不同持份者保持聯
繫，包括中央政府等，希望能夠為香港尋找
一個新方向。至於會否派員參加9月立法會
新界東等地區直選，湯家驊稱，「民主思
路」不是政黨，只會推薦成員參選。他表
示，由於「民主思路」屬新組織，難以與其
他黨派協調，又指出新界東議席非屬於某政

黨或個人。
湯家驊因公民黨「路線偏離創黨理念」而

退黨，被問及如何評價公民黨的「本土多元
論述」新宣言時，他稱自己刻意不去閱讀，
也不想作出任何評論。不過，他認為，政黨
開始關注「本土主張」是無可厚非，但強調
在影響他人利益時，需作出一個平衡，不要
把「本土」變為排斥外來人士的思想。
「民主思路」昨日還提出一套體育政策建

議，要求特區政府規劃一套長遠的體育政
策，持續資助精英運動員，以及聯繫商界和
慈善組織，推動體育發展等。「民主思路」
理事黃梓謙補充，「民主思路」比較了新加
坡和香港的體育政策，其中新加坡認為體育
能有助青少年建立良好人格，增強國民健
康，學校體育設施在課餘時間會開放給公
眾，認為有關措施值得借鏡。另外，「民主
思路」將於下月13日舉辦首次籌款首映晚
會，為未來發展籌募經費。

難民擾港增負擔
循治安外交解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

於有不法集團偷運非華裔人蛇來

港，並協助申請免遣返聲請，擔任

黑工的個案趨增。行政長官梁振英

表示，難民問題對香港造成極大困

擾，為政府部門造成非常大的行政

負擔。特區政府將會從治安及外交

方面，處理難民問題，包括調查

「難民聲請」的人士，要求他們提

出相關數據，並希望在短期內，能

夠尋找出一套見效的方法，解決難

民湧入的問題。據了解，保安局將

會提出修訂「未獲授權進境者」定

義，涵蓋所有國籍的非法入境者，

亦會提出加強對水陸兩路販運人口

的刑罰。

梁振英昨日早上出席行政會議前表
示，特區政府將會履行國家所簽

訂的國際條約的責任。

建隔離營費時暫不考慮
至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提出，在

本港外島設置隔離營，梁振英強調，
有關工程涉及頗長的建造時間，特區
政府暫不傾向設立隔離營。

盧偉聰：聯手內地堵截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昨日出席另一場

合時表示，非華裔非法入境者進入香
港後，部分人會提出「難民聲請」申
請，因此警方希望從源頭進行堵截工
作。在過去數年間，「難民聲請」申
請有上升趨勢，警方值得高度關注，
並會聯同入境處、海關及內地邊防機
構，做好情報搜集及交流，打擊偷運
人蛇集團等工作。
盧偉聰還指出，本港警方一直與其

他國家的警方保持密切聯絡，絕對不
會放過任何情報，日前與入境處採取
的聯合行動，便是最好的例子。對於
興建禁閉式難民營，盧偉聰回應時
說，禁閉營涉及資源、地點或法律上
問題，會交由相關政策局決定。
曾任保安局局長的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日前建議，港府向深圳租地設立
禁閉營，規定人蛇須在禁閉式難民營
等候甄別結果，有關做法可起阻嚇作
用，能杜絕部分人蛇濫用「酷刑聲
請」機制來港做「假難民」。葉太還
稱，人蛇利用法律制度漏洞長期居留

及犯罪，造成治安問題，當局短期應
加強堵截，特別在水路方面。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亦贊成特

區政府的建議，因為不少偷渡來港的
人蛇，透過陸路或水路經內地來港，
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應加強與內地部門
聯繫，堵塞非法偷渡來港的問題。涂
謹申又聲稱，若加重刑罰，將令偷渡
人士在衡量「是否值得冒險」時，某
程度上可打消偷渡的念頭，起堵截人
蛇的作用。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梁美芬

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贊成重設
禁閉式難民營，認為一旦落實和宣佈
措施，將有助減少「假難民」來港。
她又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向「假難
民」來源國加強宣傳，清楚表明「假
難民」來港不能自由工作。她又指
出，現時積壓的免遣返聲請個案數字
太多，認為特區政府應提出方案，盡
量在3個月至半年內處理新接收的個
案。

避談「一國」地位
周庭勁遊花園

■■特首梁振英特首梁振英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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