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毛私收黎水遭廉署起訴
經Mark Simon袋25萬無申報 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今應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俗話云：「天網恢恢，疏而不

漏！」香港《文匯報》等報章前年

7月揭發，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

雄收取「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

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捐款，未有按

正常程序向立法會申報。廉政公署

昨日終拘捕及落案起訴梁國雄一項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控罪指

他身為立法會議員，沒有向立法會

申報或披露，或向立法會隱瞞於

2012年5月22日透過黎智英助手

Mark Herman Simon，從黎智英處

接受一筆25萬元的款項，案件今

晨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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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對自己不利的就肆意抹黑，早
已是反對派政黨的慣技。在抹黑警
隊後，各反對派中人再抹黑廉政公
署，聲稱對方拘控長毛是「政治打

壓」，試圖為了政治私利打擊廉署的公信力，言論
令人齒冷。
自詡為「大狀黨」的公民黨，其立法會議員毛孟

靜在長毛被控的消息公佈後，在轉述了有關消息的
同時，竟在其 facebook貼文稱，「政治檢控/迫
害？」「泛民會議」召集人、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

蘭更聲言，香港的反貪部門或已成為「向（政府）
政敵鬥爭的工具」，唯有相信司法機構能「中立、
公正處理是次案件」，又稱臨近立法會選舉，這些
「打擊政敵手法」將層出不窮。
身為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委員的民主黨主席

劉慧卿稱，她相信廉署有其獨立判斷，旁人不應指
指點點，自己難以評論。被問及其他曾被指同樣收
取黎智英「政治獻金」的反對派議員應否一併接受
廉署調查時，她則稱「不是應該唔應該的問題」，
而是有沒有足夠理據的問題云云。 ■記者 鄭治祖

����&&

抹黑廉署「打壓」圖為私利遮醜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是普通
法罪行，針對公職人員各種形式的
嚴重濫用職權行為，一經定罪，最
高可被判處監禁7年及罰款。自香

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曾經有多名政府公職人員被
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包括前特首曾蔭
權、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及現正停職的海事處助
理處長蘇平治等。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主要針對公職人員濫用公

職身份所獲賦予為公眾利益而可行使的權力、酌情
權或職能而作出的失當行為，屬普通法罪行的一
種。根據終審法院的判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罪要滿足以下條件方會成立，包括：
一、是公職人員；二、在擔任公職期間或在與擔

任公職有關的情況下；三、藉作為或不作為而故意
作出不當行為，例如故意忽略或不履行其職責；
四、沒有合理辯解或理由；五、考慮到有關公職和
任職者的責任、他們所促進的公共目標的重要性及
偏離責任的性質和程度，有關的失當行為屬於嚴重
而非微不足道。
法例還明確指出，即使未有確切證據證明有關公

職人員因受賄而故意作出有關的失當行為，而且未
使政府有任何損失，仍然可被控這項罪名，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處監禁7年及罰款。
自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曾經有多名政府公職

人員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包括前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前海事處前助理處長蘇平治、
警司黃冠豪及高級警司冼錦華。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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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須涉5方面 罪成可囚7年

廉政公署早時接獲貪污投訴，調查後揭發梁國雄涉嫌
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在昨早拘捕及落案

起訴。案件今日上午9時30分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控
方將申請案件轉介區域法院答辯。梁國雄已獲廉署准予
保釋，以待今日應訊。
控罪指，梁國雄身為公職人員，即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議員，涉嫌於2012年5月22日至2016年6月23日期
間，在執行其公職過程中或在與其公職有關的事上，無
合理辯解或理由而故意及蓄意作出失當行為，即沒有向
立法會申報或披露，或向立法會隱瞞他於2012年5月22
日透過Mark Herman Simon從黎智英處接受一筆25萬
元的款項。

廉署清晨拉人准保釋
梁國雄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聲稱，昨早大約6時半
左右，廉署人員到他的家，把他帶回廉署，指已以「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起訴他。他稱不願多談案情，因為
今日法庭上會由檢控官讀出案情，但就聲言自己毋須就
收受25萬元向立法會申報，又稱將會找律師處理，相信
距離開審尚有一段時間。
被問到這次檢控是否立法會選舉前對他的「政治打

壓」，梁國雄聲稱，廉署由拘捕他到他的家搜集證
據，前後歷時兩年，如今才起訴他，「你要問廉署先
知，盲的人都睇到。」他更聲言，「欲加之罪，何患
無辭？」
他續稱，早前已有很多人提醒他，立法會選舉期將近
時「可能會有一些動作」。被問及會否影響他的參選決
定，梁國雄則稱，自己未報名參選，今次是考驗選民是
否對他有信心，「這是選民對我的信心，即是考驗一
下。」現階段他不會談論會否參選。

被問案情再支吾以對
對於是次涉及的25萬元款項，是否也曾遭立法會的議
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調查，梁國雄又再支吾以對，聲
稱自己也尚未搞清，「因為我初步都好匆忙，我就未睇
裡面嘅案情……我不知道，突然之間我都答不到大
家……我都要找律師看看案情。」

不同於議監會查50萬捐款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表示，委
員會早前提交予大會的報告，是關於梁國雄收受黎智英
2014年的50萬元捐款，與廉政公署今次檢控無關。委員
會至今仍未收到有關投訴，故一直未有展開調查，「委
員會一定要先收到有關投訴，才能展開調查，委員會本
身不能主動展開任何調查。」

舉世矚目的英國脫歐公投今天將有結果。無論公投
結果如何，英國、歐盟都面臨被撕裂的困局，民粹主
義高漲、深層次矛盾日趨尖銳的後果還會持續浮現。
政客打着捍衛人民利益的旗號，意圖通過短視、激進
的政策，不理後果、不計代價，來解決複雜的政治外
交、經濟民生問題，以取悅一部分利益得不到照顧的
民眾，卻完全不顧對社會整體利益、長遠發展可能造
成的重大隱患。英國脫歐公投的負面效應對香港也具
啟示意義，本港應警惕有人挑動民粹，利用所謂「本
土」的名義，挑撥矛盾，激化政爭，抗拒兩地融合，
給香港帶來難以估計的衝擊和傷害。

英國留歐、脫歐陣營勢均力敵，雙方各持己見，態
度南轅北轍，爭論異常激烈。英國及世界不少分析均
指出，不論公投最終結果如何，留歐、脫歐兩敗俱
傷，有支持留歐的國會議員被刺殺，英國無奈承受社
會撕裂的痛苦，政治震盪短期內難以平息。因為英國
脫歐的困擾，已經令全球金融市場大幅波動，假若英
國真的脫歐，更可能是歐盟解體的最大一張骨牌。即
使英國留歐，情況亦不容樂觀，歐盟問題權威專家希
克斯表示，公投撕裂歐盟內部，對歐洲一體化進程是
一個不小打擊，「無論公投結果如何，歐盟已不再是
原來的歐盟」。

在英國脫歐問題上，儘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
組織、世界銀行等主流權威機構，乃至美英、歐盟各
國的政府首腦、工商界領袖一再發出警告，指出脫歐
將會對英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帶來無可挽回的後

果。但是，多個民調一直顯示，英國有近半數民眾不
為所動，堅定支持脫歐。原因在於，近年經濟不景，
英國民粹主義大行其道，部分中下層的民眾享受不到
英國加入歐盟的好處，就業機會、福利待遇等利益反
而受損，對留歐怨聲載道。一些政客為迎合脫歐選民
的政治傾向，不斷放大留歐的弊端，把脫歐包裝成奪
回主權、為民謀福的靈丹妙藥，不斷宣傳脫歐之後英
國可將更多財政資源用於照顧國民，又避免受難民衝
擊，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民粹主義思潮容易蠱惑
人心，但長遠對解決問題是飲鴆止渴，不能進行良性
制度建設，無助英國擺脫困境。

民粹主義本已高漲，再經挑動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襲擊國會議員的行兇者施襲時就連聲高呼「英國優
先」。英國脫歐民眾捍衛自己利益，看似天經地義，
至於脫歐會造成英國經濟倒退、歐盟撕裂，他們不以
為然，更多的認為是誇大其詞、危言聳聽，「英國優
先」才是脫歐主張的唯一考量，是脫歐陣營坐大的政
治土壤。

英國脫歐的紛擾，對香港具有警示作用。近年來，
香港有激進勢力以「捍衛本土」、「港人優先」為
名，刺激民粹情緒，粗暴驅趕內地遊客，抹黑香港與
內地的融合，甚至喊出「港獨」的口號，其後果是撕
裂社會，破壞兩地民眾和諧，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
如果任其坐大，港人終將深受其害。英國脫歐困局對
民粹主義冒起敲響警鐘，廣大市民有必要認清民粹主
義的危害，向激進勢力大聲說「不」。

脫歐公投啟示 嚴防民粹坐大
牛頭角迷你倉的四級火再導致一名消防

員殉職。火災遲遲沒能撲滅，再有消防員
不幸犧牲，凸顯救火及整體救災的指揮需
要進一步加強。「長命火」令救災變得更
複雜，後果更難以預料，包括事發地附近
的交通系統、空氣質素、事發大廈的樓宇
安全和周邊居民人身健康等，都有可能出
現意料不到的重大事故。政府必須立即組
成跨部門的協調指揮中心，由高層官員直
接領導，集合各方資源和能力，提升救災
效率，盡可能將災害的傷害和損失降到最
低。

火災事發的第一日，就不幸有一名深入
火場的高級消防隊長因公殉職，消息令全
社會痛心惋惜。到昨晚，又傳出一名消防
員在救災中殉職的噩耗。消防隊伍肩負捍
衛市民生命安全、救災扶難的神聖職責，
盡忠職守、捨身救火，精神令人動容。雖
然說，有災害就會有傷亡，不過，消防員
犧牲，一個也嫌多。首日火災有消防殉
職，也傳出因指揮問題導致消防員與上級
爭執的傳聞。如今再有消防員不幸殉職，
究竟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如何既要救火救
災，也要最大程度減少消防員的傷亡，有
關方面應全面檢討，深刻反省，找出問題
所在。這是對消防英魂的告慰，也是對市

民大眾疑問的切實回應。
此次火災已經持續超過50多個小時，火

勢仍未受控制。雖然數百名消防員日以繼
夜地投入救火工作，但由於火場溫度十分
高，迷你倉內的儲存物品十分龐雜，地形
複雜通道狹窄，縱橫交錯有如迷宮，大大
增加了消防員的救火難度和危險。目前，
消防仍需要對事發工廈3至5樓部分設計
十分複雜的迷你倉逐步爆破，受不明朗因
素影響，實難以估計何時能救熄大火。

長命火的影響已經變得非常複雜。火場
所產生的濃煙瀰漫至周邊的民居，不僅影
響空氣質素，更增添居民日常生活的不
便；事發工廈的外牆更發現有裂痕，未知
火警會否對樓宇結構安全和周邊交通網
絡、事發地周邊居民安危構成威脅。針對
長命火可能造成的「次生災害」，政府各
部門必須有最壞的打算，做好各種預案，
以最周全的應急措施來應對。這場火災的
處置，已經遠遠超越消防處的權限和職
責，需要集合政府各部門的力量，組成聯
合指揮協調中心，確保各部門緊密溝通合
作，加快對災難的處理速度，盡快撲滅火
災，必要時及時疏散周邊居民，妥善安
置，保持附近交通暢順，及早恢復市民的
正常生活秩序。

加強對長命火救災的協調指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集
團前主席黎智英（肥佬黎）於
2012年至2014年間，向多個反對
派政團及要員秘密捐款逾4,000萬
元，但至今僅社民連立法會議員
「長毛」梁國雄昨日正式被控。
各黨派立法會議員昨日促請廉署
跟進所有涉嫌收受肥佬黎「黑
金」的立法會議員，同時檢討立
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
權力範圍。

反對派兩年秘收逾4000萬
黎智英於2012年至2014年間，

向多個反對派政團及要員秘密捐款
逾4,000萬元，包括民主黨獲500萬
元、公民黨獲300萬元，工黨主席
李卓人、社民連梁國雄、由「佔中
三丑」之一的朱耀明出任主席的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各獲捐50萬
元。梁國雄、李卓人、梁家傑、毛
孟靜及涂謹申等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更涉嫌沒有向立法會申報捐
款，事件轟動全港。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主席葉國謙指出，由於廉署已經展
開執法行動，個人未必適合表達看
法，而其他曾被調查的反對派議員
是否需要接受調查，相信廉署有其
專業判斷，外界不應加以評論。
不過，他坦言，議員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的權力範圍有限，即
需要收到投訴才能展開調查，而
事件更要在7年內發生，和涉及
現任議員才可調查，而在執法機
關採取行動後，委員會也要停止
相關調查。

堵「自己人查自己人」漏洞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對廉

署控告「長毛」感到「高興、歡
迎」，認為廉署的行動維護了法
治這核心價值，更希望廉署嚴肅
執法、秉公辦理，並跟進所有涉
嫌收受黎智英「黑金」的立法會
議員。
他坦言，目前立法會議員個人利

益監察委員會的架構有漏洞，令有
關調查議員收受利益的機制失效，
更令外界有「自己人查自己人」的
感覺，希望來屆立法會檢討有關監
察及申報機制，包括引入執法部門
和公眾，調查議員收受利益的個
案。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委員、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坦言，廉署應
否對其他涉嫌收取黎智英「政治捐
款」的反對派議員採取行動，自有
其專業判斷。
他同意，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

會的權力範圍有限，倘被調查的議員一旦將收受
的捐款推向家人，調查工作就要終止，令到很多
疑點懸而不解。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她希望廉署以
公平、公正的手法處理是次事件，不要因不同背
景的政治人物，令個別人等受到厚待或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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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取 逾
4,000 萬
元捐款，
但至今僅
梁國雄被
控。圖為
有團體年
前要求廉
署調查其
他 涉 收
「黑金」
議員。
資料圖片

■梁國雄昨大清早被廉署人員上
門拘捕。 資料圖片

■涉案的25萬元經Mark Simon
交給梁國雄。 資料圖片

■黎智英被指向梁國雄提供25
萬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