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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承諾，特區
政府會吸納更多年輕聲音，並於
近期陸續委任多名年輕區議員進
入不同的諮詢架構。當局昨日公
佈新一屆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
任命名單，其中新任委員包括民
建聯觀塘區區議員洪錦鉉及民主
黨元朗區區議員鄺俊宇等，任期
2年，至2018年4月30日。
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的主要

職責，是就公共圖書館的發展向
政府提供意見，包括圖書館設施
和服務的發展策略和措施，香港
中央圖書館的角色、功能和管
理，及鼓勵社會支持並與各界合
作推廣閱讀風氣、終身學習和文
學藝術等。

洪錦鉉鄺俊宇榜上有名
新一屆委員會成員包括主席梁

元生，副主席李惠光。新任委員
有陳麗霞、何蘭生、洪錦鉉、鄺
俊宇、羅乃萱、蘇家碧、黃沛
琳。獲再委任的委員就有，莊明
蓮、林浣心、羅君美、練美兒、
文潔華、潘步釗、譚國根、曾潔
雯、黃婉芬，教育局代表、民政
事務局代表、政府檔案處代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代表。
民政事務局並感謝4名已卸任的

委員，包括馮一柱、林曼雅、劉智
鵬及吳傑莊，在過去時間，對委員
會的支持和貢獻。
特區政府消息人士解釋，委任

年輕從政者參與政府的諮詢架
構，主要配合新世代的來臨，讓

年輕人能夠注入新思維，提供更切合社會大
趨勢的意見，令特區政府的施政更「著
地」，更迎合市民的實際需要。當局也考慮
到不同階層對事物都有其獨到的看法，故是
次的委任名單包含了不同的聲音，包括青年
及來自地區的區議員，分別有民建聯年輕區
議員洪錦鉉，及民主黨「新生代」鄺俊宇，
而鄺俊宇的黨友趙家賢亦於較早前獲委任為
公民教育委員會委員。

黃之鋒等4人於2014年6月11日到中聯辦外焚燒大型白皮書道具時，涉嫌阻撓上前滅火

的警員而被捕，4人早前被裁定3項阻差辦公罪表證成立，昨日在東區法院卻被判罪名不成

立。雖然法庭判無罪，但4人阻差證據明顯，卻全數放過，予社會大眾「高高舉起、輕輕放

下」的觀感，未能彰顯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法治精神。有關判決負面影響嚴重，日後違法

挑戰警方的行為將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對法治、社會安寧造成難以估計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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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協發表30周年宣言，宣稱要「爭取香港自
決」。民協已經從「又傾又砌」走向「自決」的
激進路線。民協的主席莫嘉嫻更攻擊地說香港直
轄於中央是「中港一體化」，「要阻止香港本地
事務繼續受到中港一體化入侵，損害自治」，更
揚言「只要梁振英一日在任，民協都唔會主動同
中央溝通。」民協公然拒絕溝通、倒向「自
決」，不過為了搶激進選民的選票。可是，民協
刻意扮激進，拾人牙慧，賭仔心態，討好不了激

進選民，又失去中間選民，最終竹籃打水一場
空。
馮檢基去年區議會選舉落馬，已經沒有機會出

選立法會超級議席，政治生命幾乎結束。於是，
他把心一橫，決定出選新界西。這樣一來，窒礙
了新界西民協少壯派的出路，民協年輕的區議員
準備「兵變」，退出民協。馮檢基唯有採取了
「畫餅充飢」的戰術，說要支持少壯派出選立法
會超級議席，作為安撫。但馮檢基明知自己在新

界西沒有樁腳，乃找街工的梁耀忠進行利益交
換，希望梁耀忠放棄在新界西出選，轉戰立法會
超級議席，民協何啟明排在同一名單的第二位，
民協還會提供區議員給梁耀忠作為提名人。但梁
耀忠醒覺這是「調虎離山」之計，毫不客氣地拆
穿馮檢基的把戲，說民協在新界西沒有什麼影響
力和票源，何必大家綑綁在一起，不如「各自爬
山」。
民協在新界西沒有樁腳，馮檢基要「買空賣

空」，唯有投機一博，不惜扮「激進」，主張
「香港自決」，企圖吸引年輕的首投族。因為如
果打地區議題，民協根本沒有往績可言，打「香

港自決」則虛無飄渺，可以說得天花龍鳳。反
正，其他激進組織在新界西也沒有什麼樁腳，大
家都是「空降兵」，就看誰吹水夠大膽，能夠騙
到激進選民手中的票。馮檢基選擇「香港自
決」，就是為了騙選票，為了「鹹魚翻生」，根
本不會為新界西的發展和民生問題着想。
新界西的選情，反對派陣營已經碎片化，反對

派都想把同路人排擠掉，同室操戈，刀光劍影，
絕不容情。大家都拿「港獨」、「自決」吸引眼
球，反正都是成不了事，實力最弱者，只能好像
買六合彩一樣，碰碰運氣。馮檢基鼓吹「自
決」，正是這種賭仔心態。

民協鼓吹「自決」 拾人牙慧賭仔心態 徐 庶

彰顯法治不宜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及秘書長
黃之鋒，以及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於2014年6月11日
到中聯辦外抗議國務院公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更當場焚燒大型自製白皮書
道具，有警員上前滅火時，4人涉嫌阻撓警員。4人於事
發後一年被捕，共被控4項阻差辦公罪。

4人阻差證據明顯
案件早前於東區法院續審時，當日拿水樽倒水滅火的

黎警員作供指出，當時火愈燒愈大，有一米高，如繼續
燒下去，對示威者、記者及警員均有危險，故拿起水樽
嘗試淋水滅火，惟陳偉業及黃浩銘突然用手推開他。警

民關係組警長何國柱作供指，因見黎警員未能成功用水
滅火，於是拿取滅火筒滅火，他欲走到身為活動召集人
黃浩銘所在的位置觀察，但卻兩度被黃之鋒及羅冠聰以
背阻擋前路。黃之鋒等四人被控阻差辦公罪，被裁定3
項控罪表面證供成立。
昨日東區法院判決此案，法官稱同意控方所指，滅火

有其急切性，必須分秒必爭，法例上阻撓的意思是「增
加警方執行職務的難度」，而首、次被告黃浩銘及陳偉
業令警方當時不能一次過將水樽的水倒出，增加救火難
度，屬阻撓警方正當執行職務。法官又指，黃之鋒搶警
員水樽的行為則屬蓄意，着黃之鋒深刻反省。4人阻差
證據明顯，但法庭卻全數放過，未能彰顯有法必依、違

法必究的法治精神。

罪與罰失衡令法律如同虛設
阻差辦公是嚴重罪行，是對法治的侮辱，也是對法治

體系的破壞。《侵害人身罪條例》36條B規定：「襲
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
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訴程序審
訊的罪行，可處監禁2年。」黃之鋒等4人阻差證據明
顯，卻全數放過，罪與罰嚴重失衡，令法律如同虛設。
尊重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歷史清楚表明，

法治在香港經濟騰飛、走向世界、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
的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香港社會尊重法治，也高度
期望法庭對每一件違法案件作出彰顯司法尊嚴的判決。
但法庭對於違法抗爭行為，往往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犯事者上到法庭不是無罪釋放，就是輕判了事，變相縱
容、姑息有關惡行，令一些人更加有恃無恐。

法庭守住司法公正底線至關重要
事實上，縱容姑息阻差辦公行為，導致違法抗爭行為

愈演愈烈，不但嚴重破壞社會
秩序，更動搖法治根基。2014
年非法「佔中」不但公然鼓吹
「違法達義」，更罔顧法庭禁
制令，嚴重損害法治及社會秩
序。「佔中」暴徒把維持法紀
的警員視作敵人，暴力衝擊警
員，還以「網上起底」、粗言
辱罵等下三流手段，打擊警員
士氣。「佔中」開始了對警員更深層的衝擊，損害法治
之風不斷蔓延，發展到今年春節旺角暴亂，大批暴徒持
自製武器及不同硬物襲擊警員，並在多處地方縱火及破
壞警車，造成過百人受傷，其中大部分為警務人員。
英國大法官兼哲學家培根說：「一次錯誤的判決勝過

10次犯罪，因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錯誤的判決則
是污染了水源。」法庭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
防線，公正是司法的靈魂和生命，這就要求司法判決不
枉縱。法庭只有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線，本港的法治基石
才不會動搖。

黎子珍

民記總動員派《建報》
倡建設香港守護議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政黨近期頻頻鼓

吹「港獨」以至「自決」等議題，引起了市民的關注。

民建聯昨日動員黨內一眾重量級人馬齊齊落區，向市民

派發該黨的《建報2016》，以「建設香港，守護議會」

為標題，重申該黨「堅守一國兩制，力抗港獨暴亂」，

同時讓市民了解該黨過去一年的工作，爭取市民支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包括李慧琼、
譚耀宗、葉國謙及黃定光，聯同

灣仔區區議員李均頤、周潔冰及鍾嘉敏
等，昨日在灣仔港鐵站外向市民派發該
黨的工作報告《建報》，又輪流「嗌
咪」呼籲市民支持該黨的工作，其間有
不少市民取閱，亦有市民與議員握手表
示支持。

冀「激進分子及早回頭」
今期《建報》以「建設香港，守護議
會」為標題，重申民建聯「堅守一國兩
制，力抗港獨暴亂」，提到在年初二凌
晨旺角暴亂後第二日，「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聯同建制派議員，同聲譴責暴
徒」，又指該黨早已察覺「港獨」與暴
力的禍根，曾在立法會分別提出質詢，
「督促政府注意問題」、「促請政府注
意輿論變化」，又「希望激進分子及早
回頭」。

批反對派拉布累「全民付鈔」
民建聯又批評反對派議員的拉布歪

風，嚴重影響立法會運作，令大量地區
設施改善工程落實無期，大型基建項目
亦一拖再拖，「不但影響工人生計，更
令造價大幅上漲，全民付鈔。」他們強
調，民建聯的議員「會繼續緊守崗位，
力抗拉布歪風」。
對去年的政改方案被反對派否決，令
全港選民的普選夢碎，該報指，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對此「深感痛心」，又「期
望社會走出紛爭，聚焦經濟和民生建
設。」針對前年的違法「佔領」，民建
聯亦「痛心疾首」，指當時聯同其他建
制派議員16次發出聲明譴責，呼籲各方
理性溝通，並敦促政府留意「佔領」行
動的影響，妥當善後，「要求當局向受
非法『佔領』行動影響的行業推出短期
支援措施」，最終在去年財政預算案

中，政府回應訴求，豁免旅行社、旅
館、食肆等受影響商戶的牌照費用。

匯集12立會議員工作報告
該報亦匯集了民建聯十二位立法會議

員過去一年的工作報告，涵蓋多個範
疇。在教育方面，去年社會掀起對小三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激烈爭議，
民建聯主席就在去年11月舉行了TSA工
作坊，邀請十多名教育界持份者出席，
並在會後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立刻叫
停過度操練、全面檢討TSA等，最終獲
政府接納部分意見。

對香港迫切的環境問題，包括每年產生
600萬公噸都市固體廢物，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克勤為加強減廢工作，去年在立法
會提出質詢，了解固體廢物的人均棄置及
回收情況，並跟進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督導
委員會研究支援回收業發展的工作進度，
同時亦聯同回收業界向當局反映意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就電話騙

案猖獗問題於去年8月聯同另一位議員
譚耀宗專程到北京與公安部會面，了解
事情的來龍去脈，共商應對之策，並建
議香港警方借鑒內地公安，及與本港銀
行加強合作共同打擊騙案。

林鄭語美官員：「一國兩制」運作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

日開始華盛頓的訪問行程，在與美國眾議院議長辦公
室參謀長David Hoppe等人會面時，詳細討論了香港
最新的政治及經濟發展。林鄭月娥在發言時強調，
「一國兩制」在香港一直運作良好，個人基本權利及自
由也受香港基本法保障。她又表示，香港會把握國家
「一帶一路」策略所帶來的獨特機遇，繼續發揮作為中
國內地與世界包括美國之間的「超級聯繫人」作用。
林鄭月娥在當地時間6月6日展開華盛頓的訪問行
程。她先在早上與布魯金斯研究院東亞政策研究中心
主管卜睿哲及其他國家及香港事務的智庫代表會面。
林鄭月娥向他們講解香港的最新情況，並深入討論
所關注的事項，包括落實「一國兩制」、經濟前景、
政制發展及社會所面對的一些挑戰。
她其後出席了美國商會舉辦的商務午宴，並與商會

成員就美國與香港的經濟關係，及「一帶一路」策略
下在香港的商機交換意見。她說：「香港是世界上唯
一一個聚集全球優勢和中國優勢的城市。這個獨特之
處讓香港成為全球包括美國的投資者通往中國內地的

門戶。」
下午，林鄭月娥與David Hoppe、眾議院議長辦公
室國家安全顧問Jonathan W Burks、美國參議院對外
事務委員會東亞、太平洋和國際網絡安全政策小組主
席加德納，及參議院對外事務委員會高級成員
Benjamin Cardin會面，詳細討論香港最新的政治及經
濟發展。
在香港的政治發展方面，林鄭月娥表示，「一國兩

制」在香港一直運作良好，個人的基本權利及自由亦
受香港基本法保障，而特區政府也致力維護法治及獨
立的司法權。回顧推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20個月工
作，她對立法會否決改方案表示失望，但強調香港的
政制發展必須根據香港基本法推進。

港續發揮中美「超級聯繫人」作用
經濟方面，她則表示香港會把握國家「一帶一路」

策略所帶來的獨特機遇，繼續發揮作為中國內地與世
界包括美國之間的「超級聯繫人」作用。
林鄭月娥昨日傍晚還在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

處舉辦的酒會中致辭，介紹香港最新的機遇和所面對
的挑戰。出席酒會的嘉賓逾120人，包括前香港居民、
國會助理、研究員、商界及非政府機構代表。
林鄭月娥今日、即華盛頓時間6月7日會繼續其訪問

行程，包括拜會美國政府高層官員、與智庫高層代表
會面、參觀文化機構及出席女性領袖晚宴。

■林鄭月娥（中）與加德納（左）及Benjamin Cardin
（右）合照。

■■民建聯總動員派民建聯總動員派《《建建報報》。》。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