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堆垃圾變一堆
「人社」結盟實互耗

九月立法會選舉在即，反對派為撈取選票，採取散佈謠言、抹黑「一國兩制」策略，林榮

基事件之所以在香港鬧得沸沸揚揚，就是反對派為選舉造勢而一手導演的鬧劇，市民對此應

高度警惕，不要被流言和謊言迷惑，更要用選票懲罰那些散佈恐慌情緒，企圖渾水摸魚的立

法會參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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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學院（已升格為香港教育大學）學生
丘家寶，去年5月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反對城
規會決定把大埔5幅綠化地用作興建低密度住宅及
公共房屋。高院日前駁回其司法覆核，法官更批
評丘同學以資料不全的文件首先誤導法援署批出
法援，再利用法援申請司法覆核，濫用司法程
序，並限令丘同學21天內作出書面解釋理由，否
則可能要自掏腰包承擔法援署及城規會合共190萬
元訟費。

不論最後法院會否判丘同學需要承擔190萬元訟
費，還是再一次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起碼我們
看到香港法官終於肯面對司法覆核已被濫用至令
人髮指的地步，並作出「殺一儆百」的正面回
應，希望藉此震懾視司法覆核為「零成本」抗爭
手段的反對派政黨、政黨衛星組織的所謂「民間
壓力團體」，以及一直藏於背後的律師集團，令
其有所收歛及讓那些認為「無嘢可輸（Nothing
to Lose）」的人，不要天真地以為聽從「黑心律

師」或無良政棍擺佈，本着不名一文、爛命一
條，就可以亂充「抗爭英雄」，就像隨意申請司
法覆核完全不用承擔半點責任及後果。
這案件同時暴露法援署對於審批司法覆核申請

何等兒戲，丘同學當初並沒有坦白和全面披露對
申請不利的關鍵資料，但法援署卻毫不查核就批
准，還好法院亡羊補牢，否則納稅人浪費的可能
是數千萬元公帑，香港基建有可能再一次被「黑
心律師」所教唆的「社會良知」，利用司法覆核
狙擊工程，保守估計又要延誤兩三年。相信除了
律師黨及其「自己友」所謂的「環保公義人」，
香港絕對沒有市民樂見港珠澳大橋環評司法覆
核、外傭居港權案等案件一而再、再而三重複出

現。
司法覆核設計原意是保障弱勢及制衡權力機

關，可惜再完善的制度落入心術不正之徒手中，
也有變質的可能。鐵一般的事實，是近年香港司
法覆核已被濫用至無法無天的地步，由本來理應
保障香港的利器，反變為癱瘓社會的病毒。
如果丘同學醒悟一直在被人利用，那些一直

「意見」多多、影相必企最前，「提示」可以向
法援署申請司法覆核的環保騙棍和政治戲子，如
今一聽見要賠訟費就一個個成為「失蹤人口」。
丘同學實在不應再任人擺佈，若真有人教唆或指
示的話，就應供出包攬訴訟的主謀，也算為香港
社會做點有意義的事情吧！

濫用司法覆核癱瘓港社會 李家家

警惕反對派抹黑「一國兩制」撈取選票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早前向傳媒大談其在內地被調
查期間的所謂「內情」後，反對派藉此大造文章，26名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上周六更聯同支聯會發起遊行。對於
李波逐點反駁指林榮基說謊，參與遊行的林榮基搪塞
說，自己不想再與對方對質云云。是不想、還是不敢與
李波對質？林榮基自己心知肚明。

「公安越境執法」是捕風捉影
林榮基17日在記者會「爆料」指，上周二返港後見
過李波，對方向他承認「非自願被帶返內地」，以此令
人聯想李波被內地公安越境執法，從香港擄返內地，根
本不是「以自己的方式」離港云云。對此李波發表書面
聲明，強調他與林榮基談話時，「根本沒有提到過我怎
樣返回內地的事，更沒有跟他說過『非自願被帶返內
地』或類似的話」。李波又於上周六遊行前現身，親口
駁斥林榮基指他被「非自願帶返內地」之說，堅稱無跟

林講過自己是怎樣返回內地，亦從未把書店顧客名單交
予內地公安，批評林「無中生有」。顯然，反對派和林
榮基所謂「公安越境執法」之說，完全是捕風捉影和沒
有事實根據的。

林榮基是反對派操控的政治工具
對於林榮基指拘留他的人屬於「中央專案組」，李波

重申，一直跟他接觸的都是寧波公安局人員，亦不知道
何謂「中央專案組」，「我拜託無論哪位，你要說自己
的故事隨便說，我亦不會作出任何評論，但千萬不要牽
涉到我身上。關於李波所有的事，由李波自己去說才能
夠作準。」
書店總經理呂波及公司業務經理張志平接受《星島日

報》獨家訪問時，則指林榮基講大話，質疑有人在其背後
操縱。事實證明，反對派一手導演了這齣鬧劇。從反對派
議員何俊仁陪同林榮基舉行記者會，到林榮基與多位反對

派議員帶頭遊行，包括林榮基在記者會上聲稱「中國政府
已經逼到香港人無路可退」，「『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今次好明顯係跨境執法」，以及呼籲「向強權說不，我都
可以，你點解唔可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這些都是反對
派按照劇本和台詞一手導演出來的。
難怪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事件遠比表面複雜、迷

離，他反問「普通市民會否擔心自己上深圳會被拉」？
曾鈺成特別點出林說話「好叻」，「無邊幾個立法會議
員說話有他水平，所以點會是一般市民？」

反對派導演鬧劇兩目的
反對派一手導演了這齣鬧劇，無非是兩個目的：一是

製造說辭抹黑「一國兩制」，製造香港市民不安氣氛及
對國家的不信任感。反對派把自己打扮成香港「核心價
值」維護者，利用林榮基事件妖魔化中央和內地部門，
沒有任何真憑實據，就把事件說成「一國兩制」及基本
法被破壞至蕩然無存的例子，企圖引起市民恐慌，這暴
露他們利用一切機會與中央對抗，圖謀把香港變成獨立
的政治實體。
二是反對派借組織遊行等手段吸引注意、爭取曝光機

會，企圖在9月立法會選舉中撈取更多選票。本已告一
段落的銅鑼灣書店事件，近日又被反對派再次炒作，反

對派如鯊魚嗜血一樣，嗅到
氣味，就迫不及待把林榮基
事件炒作為選舉議題，再次
說明政治抹黑是反對派選舉
操盤手法。選舉投票前，炒
作林榮基事件不會是反對派
最後一着，相信抹黑陸續有
來。當然也可以預期，「假
的真不了」，市民有足夠能力分辨是非。

事實勝於雄辯，公道自在人心
廣大港人、全世界包括西方，都對中央在香港落實「一
國兩制」持肯定態度。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不久
前視察香港期間指出，「一國兩制」是在國際歷史上沒有
先例可循的創新安排，因此中央政府明白在落實過程中必
然會遇上過往沒有想過的挑戰，但總體而言，「一國兩
制」落實情況良好。即使一些外國政府報告對香港事務指
指點點，基本上也肯定「一國兩制」成功在港實施。
市民應看清反對派炒作林榮基事件，趁機抹黑「一國

兩制」撈取選票目的，不要被流言和謊言迷惑，更要用
選票懲罰那些抹黑「一國兩制」，企圖在香港社會散佈
恐慌而借機渾水摸魚的立法會參選人。

黎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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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原油
價 格 自
2014年4月
以來，跌幅

高達近六成，但本港油價同期跌幅卻不足兩
成，消費者一直飽受「捱貴油」之苦。
消費者委員會早前公佈最新車用燃油價格監

察報告，指過去一年，平均汽油進口價和牌價
差距進一步擴大，從2013年上半年至2015年
第四季，車用汽油進口價與零售牌價的差距，
由每公升4.36港元，增至每公升4.96港元，增
幅達13.8%。油公司在各項成本未有顯著增加
的情況下，有機會賺取更豐厚利潤。
此外，各油公司特級汽油零售淨價格（指扣

除折扣價格）極接近，差距一毫左右，說明油
公司燃油零售價格疑似「合謀定價」，並沒有
因為《競爭條例》生效後而改變。

難比較選擇 無奈「捱貴油」
根據政府統計處公佈的數據，民建聯發現隨

着國際油價下跌，2014年4月車用進口無鉛汽
油價由每升6.33港元，回落至2016年3月每升
2.78港元，跌幅達56.1%，但本地油公司無鉛
汽油平均零售價卻「加多減少」，同期間跌幅
只有18%。
此外，油公司經常向部分消費者提供豐厚優

惠，折扣價與零售價最多相差兩元，說明以正
價售賣汽油能獲取暴利，油價存在很大的減價
空間，消費者卻無從比較和選擇，一直「捱貴
油」。
民建聯早前分別到政府總部、競爭事務委員

會以及油公司請願，要求政府正視問題，敦促
油公司立即調低汽油價格，並要求油公司提高
透明度，令大眾更清楚加價減價機制，參與監
察，防止油商壟斷。
我們認為，競爭事務委員會應盡快完成燃油

市場反競爭行為調查，善用《競爭條例》賦予
的權力，防止燃油公司共同操控燃油價格，使
價格定在公正合理水平，保障消費者權益和職
業司機生計。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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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早前宣佈結盟，並公開參選名單，新
界東「長毛」梁國雄及「慢必」陳志全將

分開兩張名單參選；新界西一張名單則由社記「村
長」黃浩銘排頭位，「人力」議員「大嚿」陳偉業排
第二為對方抬轎；九龍東由「快必」譚得志「領
軍」；社記主席「行人路大將軍」吳文遠參選九龍
西；港島區則由「141」劉嘉鴻（劉在參加2011年區
議會選舉時僅得141票）領軍，袁彌明排名單第二。

袁彌明懶理「忠言」死要選
「人社」列陣引起了網上不少議論，就連其支持者
都對港島區參選組合也有意見。網民「Herman
Tse」說：「袁彌明，唔好選，求下（吓）你！好深
刻的一次，區選佢輸咗，佢當住傳媒講：『明明一直
以來投票率愈高係對民主派愈有利』，然後擺出一副
不忿、疑惑的樣，對結果感到不解rather than（而
非）反省自己，作為『人力』支持者，果（嗰）一次

佢的表現真係好（令人）失望。」
所謂「忠言逆耳」，袁彌明即時留言死撐稱，她當
時說出這句話，「是要指出海怡西（有人）種票。當
日你知道有幾多旅遊巴入黎（嚟）海怡嗎？你認為一
年內有1,200個人搬入海怡嗎？」「Herman Tse」即
「秒殺」道：「1,200人搬入海怡，但對家贏你七百
票，所以係種票；仲有500票，流（留）係（喺）你
度，係咪你種票？你可唔可以話1,200人全部都係種票？
如果種票屬實，願你上訴得直。簡簡單單，我expect
（預期）的politician（政治人物）係先反求諸己！」

網民恥笑袁幫自己賣廣告
看袁彌明連扮謙虛也費事，對支持者「忠言」也要
死撐，難怪這麼多人不看好「人社」的表現。網民
「Edward Ho」在自己的fb恥笑道：「『人力』在港
島搵141排頭袁彌明排第二，堪稱今次立法會選舉最
有智慧既（嘅）出選策略！」「Kam Nin Lee」留言

稱，「劉翁（嘉鴻）上次，（指為『人力金主』的）
蕭若元向選民下跪也勝不出！」
「ArTing Lam」留言指：「袁彌明唔係的起心肝
做佢檔（化妝品）生意好耐啦咩，點睇都穩陣過同班
傻×搏（博）入局。」「Chucky Kam」則稱，「我
覺得佢地（哋）都知自己選唔到，志在整死（激進）
『本土派』only（而已）。」「黃偉傑」則突破盲
腸：「其實袁小姐都唔想選，佢只係想做生意。」
「Edward Ho」也附和道：「港姐（袁當年參選過香
港小姐）當為自己生意賣廣告。」

支持者嘆餓鬼爭食 長毛留低
除了港島區，新界東組合也引起不少討論。「李路
仁」在網上留言指：「局外人表示：社記大嬴（贏）
家。」他解釋：「新東長毛果（嗰）席保得到，慢必
未必夠票拎埋果（嗰）席；新西夾硬保到村長隨時大
舊（嚿）又係高票敗選，村長自己出黎（嚟）選拎唔
拎得反（返）選舉按金，心照啦；九東快必求拎返選
舉按金好啦；九西大將軍有d（啲）窄，你叫返佢出
馬路先啦……」
「Pui Lam」留言同意：「長毛最大機會贏返果
（個）位。其他就勝算好低。如果這樣排在上次可能
偷到雞。但今年九月多了好多人去選，（激進）『本
土派』同『熱普城』。仲有『傘兵』同『學民仔』
（『香港眾志』）也好難勝。選民有了好多人選了。
『人力』同社民連真係要這樣排一定好危！」「李展
佑」也說，「長毛唔退，慢咇（必）好可能會輸。」

被恥笑「廢物一樣」的「人民力量」，以及「一路走來，

始終唔得」的社民連，為了今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而結盟，並

於早前「眾志列陣」，排出參選名單。不單被一直與「人

社」不和的激進「本土派」冷嘲熱諷「兩堆垃圾掃埋一堆都係垃圾」，就連

「人社」支持者也不看好，對兩黨排陣有意見。有人估計，根據兩黨目前部

署，社民連將成為是次結盟贏家。看來，一加一並非等於「三」，最有可能

的是等於「一點五」，最終互相消耗。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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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剛議辦開幕不忘公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民建聯觀塘區議員

張培剛位於秀茂坪的辦事處昨日開幕，運輸及房屋局
副局長邱誠武、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盧寧、民建
聯主席李慧琼、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等到場致
賀，多個區議會師兄如柯創盛、洪錦鉉、顏汶羽、陳
國華、王春平等現身打氣。
張培剛於去年區議會選舉首次參選，無人競爭自動當
選，辦事處招牌背景用多幅與街坊的合照拼湊而成，他笑
言這正是廣獲支持的鐵證。雖然昨日是辦事處開張大喜日
子，但他未忘公事，拉着邱誠武巡區，促請增建升降機，
連接秀茂坪邨地勢較高的部分與商場，同時要求盡快興建
港鐵東九龍線，並加強連接秀茂坪與觀塘市中心的交
通，「遲些上面安達邨20幢入伙，肯定迫爆這區。」

邱誠武：連接港鐵交通安居
邱誠武表示，運房局願意與區議員及居民溝通，東

九龍線是當局最優先項目之一，會要求港鐵提交更多
研究報告，同時做好連接港鐵站交通，強調要令居民
安居，也要令他們出門方便。
李慧琼勉勵張培剛說，區議員辦事處開張象徵着新

開始，要更好地服務居民。
她又指，民建聯前輩在地區勤力工作，而且熱心培訓

新人，張培剛師父、前觀塘區議員麥富寧及陳鑑林就是
典型例子。

■■張培剛辦事處昨日開幕張培剛辦事處昨日開幕，，眾人齊賀眾人齊賀。。 陳庭佳陳庭佳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