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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議員將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抹黑為喪事 卑鄙無恥
黎子珍

0

反對派議員黃碧雲將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抹黑為喪事，是卑鄙無恥的說法。國家
的成就舉世公認，國際社會紛紛讚揚中國給世界帶來和平與發展。香港回歸 20

年，「一國兩制」取得巨大成功亦舉世公認，特區政府全年舉辦超過 320 個慶祝活動，與全港市民共



慶回歸 20 周年。但黃碧雲將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抹黑為喪事，泯滅良知，喪失人格，暴露了其與自己
的國家民族為敵的陰暗心理，其惡劣性和惡毒程度，與梁頌恆、游蕙禎在宣誓時辱國播「獨」的惡
行異曲同工。廣大市民強烈譴責黃碧雲劣行，立法會也應譴責黃碧雲侮辱回歸的言論。

反對派議員黃碧雲辱國辱回歸
《2017 年撥款條例草案》審議連日
遭反對派議員拉布阻撓，昨日進行第 7
項辯論一開始，建制派「班長」廖長
江即批評反對派議員拉布只是「自說
自話」、「行禮如儀」，社會要予以
適當譴責。廖長江特別不滿反對派議
員指香港回歸 20 年是「無咩值得慶
祝」的言論，指香港已按基本法落實
生活方式。
反對派議員黃碧雲公然抹黑稱：「我
哋家好似做喪事、白事咁，你叫我大

事慶祝，我哋慶祝唔出。」建制派議員
何君堯發言時，狠批黃碧雲「點可以將
香港回歸祖國形容是喪事？咁講係卑鄙
無恥」，何君堯對黃碧雲的批評一針見
血，擲地有聲。
黃碧雲竟然視中國的成就為一種恥
辱，暴露了她視國家為敵、與民族為
敵、與港人為敵的陰暗心理，已經把自
己置於不仁不義的地位，必遭唾棄。國
家的成就舉世公認，國際社會紛紛讚揚
中國給世界帶來和平與發展。日前在北
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國際輿論讚揚「一帶一路」建設向

任何國家開放，將促進世界和平、創
新、共贏地發展。中國越發展，中國越
繁榮，輸出的和平、和諧因素就越多，
帶給世界的「和平紅利」就越多。「一
帶一路」倡議的核心使命和價值就是維
護世界和平和諧，促進世界人民團結，
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暴露抗拒「一國兩制」頑固立場
反對派議員指香港回歸廿年是「無咩
值得慶祝」，特別是黃碧雲將慶祝香港
回歸 20 周年抹黑為一個喪事，暴露其
抗拒回歸、抗拒「一國兩制」的頑固立

場。回歸 20 年來，香港櫛風沐雨，各
種困難一次次衝擊和考驗香港，香港
也一次次克服困難，化險為夷。回顧回
歸 20 年來，多方面足證香港「一國兩
制」實踐成就非凡：香港的國際金融、
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多年來依然穩固，
在傳統產業以外，創科、醫療等新興產
業又取得突破。香港經濟保持平穩發
展，民生得以改善，失業率長期維持
在低水平，堪稱全民就業。經過多年
努力不懈，香港的營商環境和競爭力
早被世界銀行、美國傳統基金會、瑞
士洛桑管理學院等多個國際性機構評
為良好或是最自由經濟體。雖然 20 年
的「一國兩制」實踐也出現了不少困
難、矛盾和問題，但在中央的大力支
持下，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堅定對
「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攜手奮
鬥，經受了種種考驗。

黃碧雲應引咎辭職

梁振英促研條款真偽
責梁繼昌參與有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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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昨日再次回應立法會 UGL 專責
委員會的事宜，透露他已發信予立法會「調
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 UGL Limited 所訂

－事－件

L 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主席及委員，要求

研究擴大研究範圍，調查他當年與 UGL 簽訂
的離職協議中，有關的手寫條文是否涉及偽
造。他重申，立法會議員梁繼昌是有必要在

專責委員會上作出申報，再質疑梁繼昌參與調查

黃碧雲將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抹黑為喪
事的惡行，受到廣大市民的強烈譴責。
黃碧雲「食碗面反碗底」的行為卑鄙無
恥，違背了最基本的政治倫理。黃碧雲
將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抹黑為喪事，泯滅
良知，喪失人格，暴露了其與自己的國
家民族為敵的陰暗心理，其惡劣性和惡
毒程度，與梁頌恆、游蕙禎在宣誓時辱
國播「獨」的惡行不遑多讓。梁游以日
本軍國主義辱華字眼「支那」加上粗穢
言語侮辱自己的國家民族，數典忘祖、
喪盡天良，泯滅良知。黃碧雲辱國辱回
歸的言論，同樣是公然侮辱國家、民族
和港人的行為。黃碧雲既然將香港回歸
祖國抹黑為喪事，那就應該辭去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建制下的立法
會議員職位，放棄立法會議員的高薪厚
祿。立法會應動議譴責黃碧雲辱國辱回
歸的言論，讓其與梁游一樣成為過街老
鼠。

陳岳鵬赴美進修
盼將來回港做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副局長陳岳鵬昨日
表示，他將提早於
下 月 28 日 離 職 ，
前往美國哈佛大學
修讀公共行政碩
士，並已知會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資料圖片
譚志源，對方同意 ■陳岳鵬
他提早兩星期離
任，相信不會對局方工作有大影響。他表示，決
定離開政府去進修是純粹從個人的生涯規劃角度
出發，與下屆政府組班沒有關係，又指將來有意
繼續服務社會，希望趁年輕吸收不同經驗，讓日
後回港服務時可以做得更好。
陳岳鵬近日在接受傳媒專訪時透露，他將到美
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修讀一年制公共行政碩
士課程。

課程下月開學 須提早請辭

他或有偏見及利益衝突，「這是一個很顯淺的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繼昌昨日聲稱自己無涉利益衝突，毋須申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鄭治祖

振英日前質疑身為委員會成員的梁繼昌，在 3 月 1 日已
梁公開對傳媒聲言他「正在接受香港及外國的稅局調

查」，已經有了定論以至偏見，加上他已就此控告梁繼昌誹
謗，調查與梁有直接和重大的利益關係，涉及利益衝突，且
根據委員會的會議紀錄，梁繼昌每次開會均無申報自己成為
誹謗案被告人的身份，故不適合繼續當調查委員會委員。
梁振英昨日自北京返港後，在機場向傳媒強調，梁繼昌有
必要在專責委員會上作出申報，這是很顯淺的問題，「他是
需要申報的，因為一個人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可以在委員會
內做或者不做、講或者不講一些事來換取我不控告他，而且
他同時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有了一個先入為主的定見、主見或
者偏見，這是一個很顯淺的問題。」

調查應要全面 回應社會質疑
他續說，由於有人曾質疑他在 UGL 的離職協議中，手寫
的關於不可有利益衝突的條文是否偽造，故認為委員會應擴
大研究範圍，包括 UGL 離職協議真偽及調查文件是否完
整，「這個研究範圍必須全面，全面就必須包括在社會上曾
經有人提出的，就是我 2011 年與 UGL 簽的那份離職協議
內，手加了一個條款進去。這個條款是說執行這份協議的時
候不能夠引起利益衝突，這是十分關鍵的一個問題。」

質疑多年後方查「目的為何」
梁振英又質疑，立法會 20 名議員在事發兩三年後才要求
成立委員會，調查他與 UGL 協議一事，「到底它的動機、
目的是什麼？」如果立法會真的想調查此事，就不能忽略這
個關鍵問題，又反問立法會倘不調查這一點，「是否等於認
同這份協議是真確的？」
梁振英同日下午在網誌表示，他已發信予立法會「調查梁
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 UGL Limited 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
員會」主席及委員，要求委員會在研究範圍加入研究「梁振
英先生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與澳洲企業 UGL Limited 簽訂的
協議當中以下條款，即“provided that such assistance does
not create any conflict of interest”（只會在不造成利益衝突
的情況下提供相關協助）是否偽造？」

■梁振英昨日指已去信 UGL 事件調查委員會，促
擴大研究範圍。
資料圖片

梁繼昌死撐拒退委員會
前晚被行政

 & 長官梁振英點
名質疑梁繼昌
參 與 調
查 UGL 事 件 涉 利 益 衝

突，梁繼昌昨日在多名反對派議
員陪同下，稱自己曾與委員會主
席謝偉俊和法律顧問詳細討論自
己涉及的誹謗訴訟，「個結論係
呢個並不構成利益衝突，我亦毋
須作申報」，故拒絕退出委員
會。

梁繼昌向記者聲稱，有關委員
會是根據議事規則第二十（6）
條，由他與民主黨議員尹兆堅以
站立呈請方式提出，並在二十多
名議員支持下成立，並經過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以正常的程序互選
產生成員，故委員會是「合法合
憲」，梁振英評論委員會的人
選，是「再一次以行政干預立法
會事務」。
他續稱，自己對梁振英「並無

專委會今或公開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調查 UGL 事件專責
委員會今日下午 4 時閉門進行，
商討如何跟進委員會副主席、
民建聯周浩鼎提交的文件，被
發現曾經由行政長官梁振英修
改的事件。首項議程就是討論
會議是否應該繼續閉門進行。
目前，委員會內 10 名委員中，
當中 4 名反對派議員，聯同工聯
會黃國健、經民聯梁美芬已表
明支持公開會議，加上何君堯
告假缺席下，大有機會可以公

開會議。
專責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近日表
示，公開會議與否是集體決定，
倘獲全體委員投票過半數同意，
而立法會秘書處能夠安排房間以
便公開會議，他會立即公開會
議。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昨日聲
言，他會在會上要求委員申報，在
調查期間有無曾與梁振英接觸、
有無收過梁振英的文件或指示，
並會提出不信任動議，要求周浩
鼎辭去委員會副主席和委員職務。

反郊野邊陲建屋 朱凱廸假仁假義
趙興偉
眾所周知，房
屋是當前香港最
迫切的問題，政
府亦坐言起行，積極覓地建屋。但近年來，
香港興起一股環保至上的歪風，將環保問題
無限上綱，置於市民利益之上，所謂的環保
人士，對土地開發處處設限。「土地正義聯
盟」的朱凱廸正是其中的「佼佼者」。「環






偏見」，提出希望知道UGL事件
或涉及稅務問題純屬「專業意
見」，又稱在今年3月3日委員會
舉行第一次會議前一天，他收到
梁振英的律師信，並在委員會舉
行會議前召開了記者會交代詳
情，及與謝偉俊和法律顧問詳細
討論過訴訟對他在委員會工作的
影響，結論為是次訴訟事件已成
為公開事實，他毋須在會上申
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保至上」的後果是土地開發大大受阻，樓價
居高不下，市民居住環境無法改善。朱凱廸
之流漠視香港市民利益，只顧撈政治好處，
假仁假義，損民自肥。
政府近日公佈，邀請房協研究於大欖郊野
公園及馬鞍山郊野公園邊陲地帶興建公營房
屋的可行性，一向以環保鬥士自居的朱凱廸
立刻跳出來反對，指當局應先善用更易發展

的閒置土地，及提升郊野公園的生態價值，
他批評當局再繞過立法會，推市民不歡迎的
政策，令人憤怒，削弱立法會職能。
朱凱廸的理據似是而非，根本罔顧現實。香
港雖然有不少閒置土地，但其業權十分複雜，
大都在私人業主手裡，政府如收回要賠償要談
判。所以，開發閒置土地費時失事，遠水難救
近火。郊野公園開發起來則會便利得多，能夠

黃國健表明不會支持該動議，但認
為周浩鼎應為事件負責。
今日舉行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亦會討論分別由公民黨議員郭家
麒、「香港本土」毛孟靜、「人
民力量」陳志全、「香港眾志」
羅冠聰和「自決派」朱凱迪的聯
署動議，內容為根據《議事規
則》第四十九 B（1A）條動議譴
責周浩鼎，並預料最快 6 月 7 日
在立法會會議上討論，但動議須
獲得在席議員三分之二多數票方
可通過。

他昨日在立法會向傳媒交代事件時指，該課程
在下月底開學，需要提早離開工作崗位，故他已
經向梁振英請辭，並將於下月 16 日起休假，下
月 28 日離任。他並已知會譚志源，對方同意他
提早兩星期離任。
他強調，自己早於去年 10 月已計劃赴美升
學，純粹是從個人的生涯規劃角度出發，與下屆
特區政府組班沒有關係，「長遠而言，我依然對
社會服務很感興趣，依然希望將來有機會參與多
些社會服務，亦不排除日後再回到政府服務。我
希望日後若可以在其他公職有更好發揮的話，趁
我現在相對年輕之時可以汲取多些經驗和進修，
讓我日後回港服務時可以做得更好。」
陳岳鵬並感謝譚志源的信任及對其工作的肯
定，和公務員同事的支持和中肯意見，「非常感
謝他們在過去一段時間給我很大的支持、支援和
中肯的意見，讓我可以履行公職。」
陳岳鵬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讀書時認識新民黨主
席葉劉淑儀，回港後加入她牽頭組織的「匯賢智
庫」，涉足政壇。2007年當選南區區議員，2010
年加入曾蔭權的特首辦出任特別助理，到 2012
年成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政治助理，2015年晉升
副局長。

葉太：趁後生求學係好事
葉劉淑儀表示，陳岳鵬曾於個多月前，與她
傾談過去留問題。他當時透露正考慮深造留
學，當時也贊成他去讀書，「趁後生，去哈佛
追求學業都係好事來的。」
她認為，陳岳鵬有此決定是好事，因為政治助
理及副局長若要升職，一定需要累積不同範疇的
豐富經驗，而過往亦多資深政務官修讀該課程，
包括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
等，故相信將有利他未來的發展。
葉劉淑儀又讚揚陳岳鵬過去在政府的工作是稱
職的，相信他幫得上忙，「我聽政務官講，Ronald（陳岳鵬的洋名）是勤力的，中英文的能力都
好，政制局政務官都對他有好評。」

在最短時間內解決市民燃眉之急。
更何況，政府只開發極小量生態價值較低
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對環保影響有限，但
就能解決土地短缺的問題，可謂一舉兩得。
現時法定為郊野公園的土地，佔了全港面積
的 40%。另外還有 27%的土地，因閒置沒
用，長出草變成綠化地，在所謂的環保人士
眼中，也和郊野公園一樣神聖不可侵犯。而
香港住宅用地的面積只佔總面積的 7%，用
作一般住宅的只有 4 個百分點，增撥一點生
態價值較低的土地給港人作居住用途，一點
也不過分。
但是，朱凱廸之流以環保為名，不許政府

變動郊野公園的界線，還以維護村民權益為
名，要求不遷不拆，又以復耕為名，反對把
農地轉變為發展用地。按照他們的邏輯，香
港最好回到農業社會，那就最環保了。
真相是，這些所謂環保人士，自己有樓
住，卻極力阻止開發郊野公園，他們可有
考慮過眾多住劏房的市民在捱苦。朱凱廸
之流以環保作藉口，佔據道德高地，妨礙
政府推行有益民生的政策，他們深信民怨
越大，他們的生存空間就越大。朱凱廸打
環保的旗號干擾政府覓地建屋，目的只
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市民的死活，他
們從不放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