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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遊行促撤回「優的」

黎智英「鎅票陰謀論」徹底暴露反對派操縱選舉的大陰謀

特首選舉投票日越來越近，林鄭支持
率一路飆升，胡國興越戰越勇，曾俊華
雖表示「十成勝算」，但難掩選情危機
的現實。關鍵時刻，反對派的幕後金主
黎智英坐不住了，從幕後跳到前台，拿
起放大鏡到處「捉內鬼」。他在《蘋果
日報》發表《不要讓陰謀得逞》為題的
署名文章，炮製「鎅票陰謀論」，向反
對派內部人士開炮。反對派主要大將梁
家傑也及時給予配合，發聲「挺曾」、
「棄胡」，公民黨前主席余若薇呼籲反
對派選委集中票源投給「鬍鬚」。
「肥黎」發癲 ，反對派應聲，情急
之下亂了方寸，將盤算多日的「造王」
計劃、破壞選舉的企圖、對抗中央的實
質和盤托出，「肥黎」怒斥「陰謀
論」，恰恰暴露出反對派操縱選舉的大
陰謀。

「肥黎」四處亂咬，「造王」大計不妙
「肥黎」發癲 ，癲得不輕。他先是
指控胡國興「鎅票之心昭然若揭」，又
以其子胡雅倫是廣東省茂名市政協委
員、其助選團「主幹」鍾瑞珍曾是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的助理為例，質疑
胡的背景，聲稱其參選是「顛倒了自己
的背景和過去的是非」。質疑他是
「（中共）找出來變臉扮『泛民』代
表」。又指支持長毛梁國雄參選的韓連
山是「中共的臥底」。連戴耀廷、黃毓
民、陳雲一干人等，也被黎智英冠以
「鎅票陰謀」罪名。黎智英還炮打《蘋
果日報》的評論版編輯「天真無邪」，
不時把版面給予韓連山發表似是而非的
言論，「胡說八道！」云云。連自己旗
下的媒體也不放過。
對於黎智英的指責，韓連山一肚子委

屈，他在《蘋果日報》撰文說：「我這
退休教師居然也獲中共青睞？何德何
能？當上『臥底』也不自知？黎先生應
該拿出證據」。至於提名票全部來自反
對派的「胡官」被如此打擊，更是「有
苦說不出」，一派委屈相。
「肥黎」四處亂咬，暴露出「造王」大
計不妙。近幾日，林鄭月娥、曾俊華、胡
國興三位候選人同台辯論，具有豐富從政
經驗、管治能力和擔當精神的林鄭月娥明
顯勝出一籌，民意的天秤向林鄭傾斜，而

「鬍鬚」政治態度的模棱兩可、競選政綱
的不着邊際、施政理念的模糊曖昧，讓越
來越多的人質疑其是否具有維護「一國
兩制」的決心和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
提名票全部來自反對派的「胡官」卻越
戰越勇，如此發展下去，原本就不佔優
勢的反對派票源勢必被「攤薄」，把「鬍
鬚」推上特首位置的計劃勢必要泡湯。
比「鬍鬚」更着急的是「肥黎」以及背
後的外部勢力，因此，「肥黎」不惜親
自披掛上陣，左攻右批，試圖力挽狂瀾，
推動「造王」成功。

胡官「完成任務」，明顯被人操縱
「肥黎」癲語暴露出反對派「造王」

計劃，梁家傑的表態更是不給「胡官」
一點面子，他表明胡國興已「完成任
務」，聲稱之所以送胡「入閘」，是為
了讓其向另外兩名候選人提一些較尖銳
的問題，「現在他就算零票落選，我都
會封他為英雄，他的任務完成得非常漂
亮……但如果你問我（會投票給誰），
我就會支持曾俊華」。梁家傑之後在街
站用「大聲公」呼籲市民參加所謂「公
投」時，毫不掩飾地「全力撐鬍鬚」，
直言「大家可以過來選支持1號曾俊
華，或者過來反對2號林鄭月娥」。公
民黨前主席余若薇亦稱，支持反對派選
委在特首選舉首輪投票中，集中票源選
曾俊華。
事情再清楚不過，當初反對派力挺

「胡官」入閘，不過是把他當成一枚可
以利用的棋子，「完成任務」之後，即
可拋棄。所謂「胡官」的「角色」，
早已內部敲定。由此可以看出，反對
派及其背後的外國主子，早就制定了
一套完整的「造王」方案，每一步出
什麼招？均有「頂層設計」。這也就
不難解釋以下現象：為什麼「鬍鬚」
執意要參選特首、並炒作「握手論」
向市民釋放「中央信任」的信號？為
什麼那個不懂事的長毛梁國雄受到反
對派內部的打壓？為什麼「胡官」語
出驚人，不談「23條立法」卻大談
「22條立法」、不談如何施政卻大談
要把林鄭拉下馬？背後有幾多交易？
值得揣測。
昔日，「胡官」的180張提名票全部
來自反對派，反對派送其「入閘」的力
度何其大也！今天，「肥黎」以「臥
底」之名，將其拋棄，反對派「棄胡」
決心何其大也！承受了「過山車」般待
遇的胡國興，顯然是一個木偶，反對派
任意操縱，收放自如。

「肥黎」棄遮羞布，「民主假象」凸顯
以「泛民主派」自居的反對派，處處

以為民請命、為民代言的姿態出現在市
民面前，營造了不少「民主假象」。作
為反對派背後最大金主的「肥黎」，此
番徹底撕掉了民主的遮羞布，「民主假
象」已暴露無遺。而「肥黎」今次發癲

與過往表現一脈相
承。
「肥黎」骨子裡仇

共反華，黑金「泵
水」反對派；「肥
黎」操弄旗下媒體，
長年作出誇張失實報
道，又一再被揭向反中亂港政黨及人士
輸送政治黑金，早前被踢爆是反對派
「佔中」的最大金主。有網民披露部分
捐款和收款單據顯示，民主黨過去收取
了黎智英黑金1,000萬元；多年來，黎
智英先後向多個反對派政治組織及人士
提供逾4,000萬元的政治黑金。所謂的
「為民代言」背後，其實是黑金政治。
「肥黎」多次操縱選舉，劣跡斑斑。
去年立法會選舉前夕，「肥黎」在寓所
與民主黨李柱銘、何俊仁、李永達及單仲
偕密會三小時後，反對派即爆棄選潮，導
致選舉出現大量不正常的現象，包括多名
選前民調一直低迷的激進「本土」派候選
人，在「雷動計劃」棄保之下高票當選，
有人甚至成為「票王」。
「肥黎」與外部勢力有千絲萬縷的

聯繫。「肥黎」越是發癲，說明外部
勢力越是急於染指特首選舉，爭奪香
港的管治權，所謂「民主」不過是一
件漂亮的外衣而已，香港社會各界和
廣大市民看得越來越清楚，反對、抵
制、揭露真正的操縱選舉大陰謀，才
是當務之急。

「肥黎」發癲 ，四處亂咬，暴露出反對派的「造王」大計不

妙，而梁家傑稱「胡官」「完成任務」，顯示出「胡官」被人操

縱，實為木偶。反對派情急之下的言語，顯示其亂了方寸，已將

「造王」計劃、破壞選舉、對抗中央的真正陰謀和盤托出。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中大學生報爆「寒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航處去年底成
立5人專家小組，調查早前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問題。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石禮謙昨日參
觀民航處總部後表示，小組會於兩周至三周內提
交中期報告。他引述民航處初步指出，報告不涉
及系統安全問題，帳委會稍後會研究報告中可改
善地方。
石禮謙與帳委會副主席梁繼昌、委員何俊賢、

林卓廷及陳淑莊，在民航處處長李天柱及審計署
署長孫德基陪同下，參觀指揮塔台，了解新系統
全面運作後，機場空中交通管制情況。
其後，他們參觀了新航空交通管制中心，觀察

系統實際運作情況，以及參觀空管雷達模擬器和
塔台模擬機，了解航空交通管制人員就使用新系
統接受的訓練。
石禮謙表示，他們曾了解新空管系統雷達及控

制塔運作，並向民航處查詢許可證、維修等費用
問題，有待民航處回覆。

民航處三周內交新空管報告
他透露，民航處早前成立5人專家小組，調查

新空管系統問題，民航處初步指，報告不涉及系
統安全問題。小組會於兩周至三周內提交中期報
告，完整調查今年底完成。
石禮謙續指，預期處方報告涉及系統維修費

用、供應商改善方案等。帳委會會待風季雨季及
處方改善系統後，研究報告中可改善地方。

新空管報告
不涉系統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違法「佔
中」2014年爆發，事發至今已有兩年
半，但「佔中」發起人仍未受到法律制
裁。約200名市民昨晨響應團體「政中香
港人」呼籲，到律政中心門外請願及靜
坐，要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起訴涉嫌違法
者。律政司派代表接收請願信。

200人靜坐 反映市民不滿
約200名市民到律政中心門外請願及靜

坐，部分人手持印有「一法兩治，不公不
義，反對選擇性起訴」等標語的紙牌，要
求律政司公平處理案件，盡快起訴違法
「佔中」發起人，維護市民大眾對香港司
法系統的中立和公平性原則。
團體代表林先生表示，7名警員被判重

囚兩年後，社會各界都明白，任何背景的
人犯法都應接受法律制裁，但律政司遲遲
不起訴「佔中」發起人，甚至法院對7名

警員案件已有裁決，現時仍未檢控「佔
中」事件涉嫌違法者，質疑此舉是否與
「佔中」發起者背後有政黨支持有關。
他續指，參與昨日靜坐的市民人數為

該組織歷次活動最多，反映市民對違法
「佔中」發起人仍未被起訴感到不滿，
「同一條法例應套用在所有人身上。」

團體促律政司檢控「佔」發起人

中大學生報選舉上月底舉行，兩個候
選內閣「螢」及「破駢」選戰期間

互相指控攻擊，火花四濺，最終「螢」
獲得逾2,000票領先1,000票勝出。
不過，「破駢」隨即就選舉結果提出
上訴，負責處理的中大學生會代表會選
舉委員會上周五（10日）發聲明，指有
選舉委員其身不正，協助「螢」助選，
證實上屆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選舉期
間容許「螢」在會室擺放宣傳物資，構
成不公，遂裁定選舉結果無效，即時終
止「螢」成員出任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
會。

「破駢」派諜抹黑對手
正當人人以為「破駢」伸張「正義」
之際，原來好戲在後頭。「螢」莊員何
正男前日在網上「自爆」，承認是其中
一名由「破駢」派到「螢」的間諜，主
要工作是收集情報、破壞「螢」的選舉

形象，如抹黑對方是「獨裁」、「老鬼
干政」、誣衊莊員為中共黨員等，並透
過截取「螢」對話以求獲得「罪證」。

69頁簡報詳述 列八大罪證
何正男更發佈長達69頁簡報，詳細說

明「破駢」全盤計劃與人物關係，列出
其八大罪證。
其中，提及「破駢」與同屬「本土
莊」的上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星火」
原來早有勾結，並由「星火」會長周竪
峰一直在背後操縱，包括教路予「破
駢」如何利用輿論抹黑對手，把「螢」
渲染成所謂「嫡系」。
何正男上載一段疑似周竪峰錄音中，

其中一段表示：「佢（螢）係咪真係嫡
系莊呢，係唔緊要嘅，問題係呢，你搞
到佢哋係……但係佢哋會極力否認啦，
咁你就鋪天蓋地係咁𡁻佢得喇。」
錄音進一步教路指：「𡁻佢方式呢，

又唔好自己𡁻，搵你身邊啲人
𡁻，記住，醜人唔好自己做，
搵你身邊嗰啲人做，搵啲匿名
媒體做，搵啲remote（遙控）
嘅人做，就唔好自己做。」
何正男總結說，「破駢」自

2016年8月起開始籌備，形容是
精心策劃，希望把中大學生報社
扳倒的計劃，又解釋指自己於選
舉期曾多次向「破駢」求情不要
趕盡殺絕，但對方冥頑不靈，所
以現在「倒戈相向」。
「螢」昨日發聲明批評「破

駢」安插間諜手段卑劣。他們
承認，選舉過程中有處理不妥
的地方，但強調從無心計劃陷害「破
駢」，更無意欺騙選民，又強調其失誤
較「破駢」和「星火」某些成員誇大抹
黑、操控網上輿論、處心積慮部署滲透
工作，不可同日而語。

事件揭發至今，引發網民譁然，驚訝
學生選舉竟會演變成「寒戰」，背後涉
及黑幕。另外，「螢」早前就其當選結
果被推翻提出上訴，中大學生會代表會
昨晚深夜開會商討此事。

臥底揭「本土莊」黑選
當今部分大學生「玩」政治玩上腦，更以為自己身兼電視台編劇，在校園同場加

映「與諜同謀」。本屆中文大學學生報選舉爆發連串鬧劇，兩支候選內閣不擇手段

醜態畢現，「火藥味」與「戲劇性」並重，旁觀者看得「一地花生」。上月底一度成功當選的學

生報內閣「螢」，因涉及選舉違規，遭號稱「本土莊」的對手內閣「破駢」拉下馬。豈料「破

駢」亦非善類，半年前已就「撼莊」設定全盤「劇本」，不僅與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勾結獲傳授

「抹黑秘技」，更安插兩名卧底間諜於「螢」收集「罪證」。其中一人近日「良心發現」在網上

「自爆」，揭開重重選戰黑幕。 ■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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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男圖文並茂指控「破駢」多項罪行。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計
劃批出3個為期5年的士專營權，可新增
600輛的士向市民提供優質服務，遭的士業
界反對。昨日「撤回的士專營權大聯盟」
發起的士遊行，要求政府撤回方案，8輛的
士分別前往3名特首候選人競選辦，遞交請
願信。聯盟發言人吳坤成稱，業界將於明
日立法會討論「專營的士」方案時，分三
批車隊於政府總部停靠、打圈及在龍和道
一帶聚集，「視乎情況作出反應。」

林鄭代表接信 聽業界訴求
的士團體代表昨日分別前往3名特首候選
人競選辦，遞交請願信。林鄭月娥競選辦
代表到場接信，並聽取業界訴求，表示會
把意見傳達予林鄭月娥。
另一名特首候選人胡國興亦派出代表接
收請願信。曾俊華則親自接收請願信，希

望以後有更多討論。
吳坤成稱，「專營的士」試驗計劃內14
項要求，業界已有的士做到，未來包括經
營者在內，亦會持續投入資金發展自身車
隊。他承認的士業界服務存在不足，但業
界願意持續改善服務，依靠自身能力得到
市民認可，有上游機會。特區政府提出計
劃是「斷錯症落錯藥」，「業界有心有
力，但政府不扶持。」
他強調，業界已做到多元化功能裝備，
但政府對業界現有1.8萬輛的士置之不理，
對業界改善服務的努力視而不見。「的士
面對的問題是否600輛車可以取代？……就
算所謂專營的士有14樣裝備，現在的士也
有，政府為何不讓1.8萬輛的士自己向上
游、做好服務？」
吳坤成稱，業界是合理抗爭，會和平爭

取的士權益，不擾民，但不保證不會把行

動升級。大聯盟剛剛獲警方批出「不反對
通知書」。明日上午9時，參與集會的士將
分3個位置等候，包括數十輛多用途的士將
停靠政府總部，數十輛的士於添美道一帶
打圈繞行，數百輛的士由龍和道開始一直
延續停靠至耀星街及民光街一帶，隨時聲
援。

■律政司派代表接收請願信。

■何正男製作圖表解說「破駢」與「星火」的關
係，並說明「破駢」派間諜到「螢」的情況。

網上圖片

■林鄭月娥競選團隊派出代表接收請願信。
陳文華 攝

■立法會議員聽取民航處代表簡介空管雷達模擬
器操作。

誣衊螢莊員為「中共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