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日前去信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以UGL事件大做

文章，反對特首梁振英出任政協副主席。其中，會計界的梁繼昌更聲言對方仍在「接受廉署甚至香港

和外國稅局調查」。據了解，梁振英昨日向梁繼昌發律師信，強調廉署並無公佈會繼續調查事件，自

己也沒有就事件接受香港和外國稅局的調查，指對方公然攻擊其品格及操守，要求對方今日中午前以

書面解釋事實根據，否則展開法律程序。梁振英昨晚上京出席全國兩會前重申，希望反對派實事求

是、能夠講法律，不要再不斷拿一些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事情出來炒作。

梁繼昌涉老屈梁振英
特首出律師信正視聽

「加入激進派，不可一，不可
再！」激進派「熱普城」聯盟在

立法會選舉失利後解散，三派四處流竄搵敵人，不少原
先屬「自己友」的都被「清算」。曾任《熱血時報》節
目主持的「鍵盤戰線」發言人「滑鼠娘娘」鄺頌晴，近
日在接受網媒訪問時提到自己已不如過往般痛恨傳統反
對派，此言一出街即被「熱狗」和「城邦派」中人狂
轟，有人更聲言要將鄺頌晴「先姦後殺」。

鄺頌晴稱不再恨反對派
鄺頌晴在《立場新聞》的訪問中承認，自己在「佔

領」失敗後，也曾「上罵『社運老人』，下批『黃絲港
豬』」。不過在修讀哲學後，開始可以接受、理解他人
觀點，即便這些觀點與自己截然不同。

她說，「原來很多事情真的沒有絕對正確或錯誤
的。……很多時候，大家理據都無錯，只是站在不同位
置看事情。……如果我們要一言堂，那就等於是在做
『以前泛民對我們做的事』。」

鄺頌晴原為《熱血時報》的節目主持人，其後因男友
為「熱普城」死對頭「青年新政」的成員，而在立法會
選舉期間為「青政」助選，更批評「城邦派國師」傻根
（陳云根），稱在選舉投票時「射落海都唔益佢」，最
終被「熱普城」中人狙擊。是次《立場》的訪問一出，
「熱普城」中的辱罵聲再起。
傻根就在fb轉發了其支持者維尼的帖子，該帖以《卿

本佳人，奈何作賊》為題，稱激進「本土派」一直被傳
統反對派、「本民前」等「瘋狂抹黑」，「這些本應
『大是大非』的問題，經鄺頌晴以『本土派』身份在
《立場新聞》懺悔就成為了『觀點與角度』的問
題。……就是向『泛民』『左膠』懺悔認錯。」

「云粉」揶揄「認錯」圖搲撈
傻根在帖中則稱，「咦，這人（鄺頌晴）還未

死？……早死早着。落地獄去。」「熱狗」和「云粉」
紛紛批評鄺是「反骨女」，「陳光明」更聲言，「不要
浪費，先姦後殺，粗重野（嘢）交俾（畀）我好了！」

「Steven Yu」則「爆料」稱，「（『熱狗』前『首
領』）黃洋達在節目講開，假如成功當選後發動『5區
公投』會找第二梯隊選立會，佢（鄺）在節目第一時間
衝出來講過佢好想做第二梯隊入選做立法會議員！佢野
心已經在節目好明顯，做節目不分尊長（卑），又不做
工（功）課又想一畢業就做議員，同『本民（前）青
政』班人無分別！」

「云粉」「Ongky De」稱，「（鄺）又想癡（黐）
返去『黃絲』『泛民』，好心妳啦小妹妹，HKU畢
業，唔撈政治都有好多野（嘢）撈嘅！」「陳大文」
稱，「這是因為阿女開始懂得『為自己打算』而已。」

■記者 羅旦

「滑鼠娘娘」想洗底
「熱狗」「云粉」要姦殺

■有「熱狗」和「云粉」聲言要將鄺頌晴「先姦後
殺」。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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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顯示中央充分信任

在近日舉行的全國政協常委會議
上，梁振英獲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消息指他很大機會在今年的全國政協
全體會議上，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副主
席，位列國家領導人之一。對此，香
港反對派的「倒梁」情緒再次發作，
他們去信俞正聲主席，聲稱梁振英特
首出任政協副主席有「角色衝突」，
甚至舊事重提，翻炒早已澄清的UGL
事件，對梁振英展開了新一輪人身攻
擊。

衝擊「一國兩制」之說不值一駁
反對派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腳。所謂

「角色衝突」論，更是對「一國兩制」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的誤解，甚至是刻意曲解。
首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首

既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也是整個香
港特區的首長，同時要對中央和香港特
區負責，這個雙重角色和雙重的負責
制，使到香港特首在履行香港方面的職

責的同時，也可以擔任國家某些方面的
領導職務，兩者之間不會有任何的衝
突。反對派的論調，只能暴露出他們對
國家體制、香港特區政治制度和特首基
本職責的無知。至於對梁特首的人身攻
擊，更反映出反對派為達政治私利不擇
手段，根本不值一駁。
其次，「一國兩制」下的特首，應

全面維護「一國兩制」，而不是僅僅
維護「兩制」。作為特首，必須旗幟
鮮明地維護祖國領土的完整，堅決保

衛祖國每一寸領土不容分裂。近期，
香港有極少數人，在敵對勢力的背後
支持下，打出「港獨」旗號，妄圖分
裂國家。梁振英及時洞察其陰謀，對
「港獨」勢力作出有效的遏制。當
「港獨」分子企圖將立法會選舉變成
宣揚「港獨」的平台時，特區政府及
時提出阻止「港獨」分子參選的有效
做法。對在立法會宣誓時鼓吹「港
獨」的搞事分子，梁振英又聯同律政
司司長堅決提出司法覆核，阻止「港
獨」分子進入立法會，切實維護了國
家統一和香港的穩定，使香港健康發
展。

中央充分信任高度支持
由此可見，中央全力支持和信任梁振

英特首，如果由他擔任全國政協副主
席，不但和擔任特首的職務完全沒有衝
突，相反，更加能夠帶領香港更好地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讓香港在國家的

大力支持下，保持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

踐。中央政府對香港成功落實「一國
兩制」，保持繁榮穩定，有着莊嚴而
堅定的承諾。在香港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進行良好管治等問題上，中
央肩負職責。香港的資本主義政治制
度亦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
利。
所以，全國政協增補梁振英為全國政

協副主席，有利於香港，有利於國家發
展，從更大的範圍來看，也有利於世界
的和平發展。特別是今天，世界正在以
反傳統的智慧發展，更加需要東西方智
慧的交流融合，形成引領世界進步的新
智慧。
梁振英增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突出

政協民主協商、反映多方面聲音的功
能，更體現中華民族海納百川的大智
慧、大融合精神，代表了世界先進文明
的發展方向。

單志明 滬港校友聯合會主席

日前，香港反對派議員聯署去信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反對特首梁振英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其

理由相當荒謬。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以來，香港市民一直有份參與國家的事務，具體是作為港區人

大代表、各級政協委員，甚至被委任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國家領導人，事實證明是行之有效的

方法，符合中國國情。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香港同胞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可以

名正言順參與國家事務，這不僅體現中央堅定落實「一國兩制」，也讓港人的聰明才智得到更大的

發揮空間。梁振英對國家和香港作出巨大貢獻，得到中央充分信任和肯定，能更上一層樓，擔任全

國政協副主席，是實至名歸。

據了解，律師信中指，廉署於2014
年確收到一些沒有理據的投訴，

但署方至今沒有公佈會繼續調查事件，
而梁振英沒有收到香港和外國稅務部門
就事件的聯絡，更不消說是查詢或調
查，對梁繼昌的說法感到詫異。
信件批評，梁繼昌在眾多傳媒面前作
出指控梁振英的言論，是有計劃令梁振
英失信於公眾的策略，發表公然攻擊梁
振英的品格及操守的言論，要求他在今
日中午12時前以書面作出合理解釋，
提出事實根據，否則展開法律程序。

UGL事件已交代 中央知曉

梁振英昨晚上京前表示，自己已在社
會上、包括在立法會上多次交代事件的
始末詳情，也有向中央政府主動解釋事
件的全部事實內容，「他們是清楚知道
這件事，他們亦取了法律意見，所以今
次中央有關於我在全國政協服務的這個
想法，並非不知道有UGL這件事。」

英國當局回覆不會跟進調查
他續說，自己在2014年已透過律師就

事件詢問英國的監管機構、執法機構，
兩個機構很快回覆指不會跟進調查，而
自己也從來沒有接到任何地方的稅務局
查詢，詢問其收受的款項須否報稅。

梁振英表示，過去一兩個星期，出現
一些新的、完全不符合事實的說法，
「包括說我是UGL董事，我從來沒有
做過UGL董事；甚至有立法會議員出
來說，指香港稅務局和外國的稅務局正
調查我在這個離職協議下所收取的款項
須否報稅。」

促反對派勿拿不符事實炒作
他強調，英國、澳洲、中央方面在過

去兩年多都十分清楚事件，「我都希望
香港這方面大家都能夠清楚，亦希望即
使是反對派議員都能夠實事求是、都能
夠講法律，不要再好像過去那一兩個星

期那樣，不斷拿一些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事情出來炒作。」

梁繼昌未回覆查詢
本報嘗試聯絡梁繼昌，但至今日凌晨

截稿時仍未獲回應。

■梁振英要求梁繼昌今日中午前以書面
解釋事實根據，否則展開法律程序。

資料圖片

警員工會此前舉行特別
會員大會，討論支援7名警
員被判重囚的事件，有個

別警員一時氣憤，形容警員目前面對的情
況，就似當年「納粹德國管治下的猶太
人」。對此，反對派自然小事化大，其中任
教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的通識教師、筆名
「庫斯克」的邱兆麟，撰文形容參與是次會
議者是納粹。其後，有網媒到邱任教的中學
向校長查詢，就被指為「滋擾學校」。有激
進「本土派」中人曲直難分地稱，要到邱的
學校門前籌款，支持「港獨第一健筆」。

邱兆麟在多間網媒撰文，將出席警察大會
的警員喻為屠殺猶太人的納粹德軍。網媒
「幫港出聲」派記者到其任教的中華傳道會
劉永生中學的校監杜仁廉的醫務所，希望了
解校方的看法，他聲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並
拒絕回應提問。「幫港出聲」其後嘗試派人
聯絡校長鄭德富，並在對方於校門迎接學生
上學時試圖與他對話，但他即時就轉身返回
學校，並找來校工做擋箭牌，要求預約時間
才可見面。

《蘋果》教協神速護短
是次事件實與警方無關，只是網媒跟進報

道，但親反對派的《蘋果日報》竟在即時新
聞中將之標註為「差佬晒馬」，標題更將之
形容為《文革殺到？幫港出聲「追殺」逼到
庫斯克擱筆》。在「港獨」到學校派發「播
毒」單張時不吭一聲的教協，昨日也非常配
合地發表聲明稱，教育局應承擔保護校園環
境免受外間組織騷擾的責任，又聲言局方未
能捍衛前線教師專業權益，對此深表失望。
教育局在回應事件時指出，學校必須以學

生的教育為大前提，確保學生在安全、有秩
序及專業教學的環境下學習，校長和教師應

支援學生免受不必要的騷擾，讓校園不受政
治事件影響，呼籲各界給予學校空間，讓學
生在校園過正常及寧靜的學習生活，同時提
醒教師的職責是教育下一代，在參與討論具
爭議性的議題時，應盡量客觀持平，為下一
代建立良好的榜樣。

黃洋達「曲線」幫手籌款
經常被邱兆麟批評的「熱血公民」，其前

頭目黃洋達就在fb發帖（見圖）揶揄，「雖
然『庫斯克』經常講大話，顛倒是非，抹黑
我同『熱血』，佢地（哋）成班『左膠』亦
有去嶺南搞『國師』，令陳雲丟失教席。但
現在『庫斯克』被『土共』搞，佢自己又怕
死乜野（嘢）社交（平台）ACCOUNT（賬
號）都閂曬（晒）咁，咁嘅情況，其實大家
都應該聲援佢。」

他續稱，「可惜我已經冇再領導社運組
織，否則我一定動員組織，去『庫斯克』任
職嘅學校，拉BANNER（橫額）支持佢，表
明佢係『支持香港獨立嘅戰友』，盛讚佢係
『港獨派第一健筆』等等，當然同時要開街
站係（喺）佢校門前籌款，要求佢嘅學生好
似『黃絲』支持鬍鬚曾咁，用鈔票當選票，
用籌款數字唻（嚟）顯示民意力量。」

傻根翻害被炒魷舊賬
「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則稱邱兆

麟「應有此報，大快人心」。他稱自己3年
前「反對雙非大陸婦來港產子取得居留權，
『左膠』直接籌款在《明報》登了廣告要嶺
南大學解僱我的，……『庫斯克』曾經激烈
詆毀和誣衊我們驅趕走私客的『光復行
動』，令我們在主流媒體蒙上污名，我們必
須明辨是非、分清敵我，我們陣營內的人不
會同情他。」 ■記者 羅旦

「獨師」辱警係納粹 龜縮拒受訪反指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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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怨大過
天 ， 激 進
「本土派」

與「左膠」實勢不兩立，邱兆
麟自己捅馬蜂窩，激進派落井
下石是常識吧！「獨」page
「廢除雙重國籍行動」聲稱要
鼓吹「獨派」中人去信邱任教
的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要
求校方「不要開除」邱。

邱兆麟將警方比作納粹德
軍，受到各方批評。激進反對
派當然「食花生」，仲要搞大
件事。「廢除雙重國籍行動」
在fb發帖，提供了中華傳道會
劉永生中學的電話及傳真號
碼，「請一人一電話/電郵致中
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方，向
邱兆麟（『庫斯克』）老師送
上鼓勵！並向校方說明邱老師
乃『港獨第一健筆』，其寧丟
失教席也要實現『港獨革命』
之心志令港人陰（欽）敬！亦
歡迎義士每天於學校門口帶備
『港獨』橫額、旗幟、鑼鼓等

替邱老師打氣，及護送邱老師
回家，免受『藍絲』毒打！」

警告校長不許開除教席
該專頁又提供了「致中華傳

道會劉永生中學鄭德富校長」
的「範文」，「本人對於邱兆
麟老師（網名『庫斯克』）被
『愛國愛港團體』追（狙）擊
一事深表憤慨。邱老師過去數
年在網絡上努力宣傳『港
獨』，以其鋒利文筆批評禍港
集團『熱血公民』，以及為保
護兒童勇武扣除施襲者 200
分，都令人敬佩！本人懇請鄭
校長不要立即開除邱老師，因
其心志負載了『港獨』的未
來！雖然鄭德富校長會因續聘
邱老師而無可避免地面對『中
共』的巨大壓力，極有可能面
臨殺校的懲罰而永遠丟掉生
計、晚景淒涼！但為了香港前
途著（着）想，請不要開除邱
兆麟老師！」

■記者 羅旦

「獨頁」發動電話傳真「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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