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早前遞交一份經行政長官梁振英修改、關於

UGL專責委員會研究範疇建議的文件，雖然意在擴大調查範疇，將社會上一些人的疑慮一次過

查清楚，惟因處理手法欠妥而遭到反對派狙擊。考慮到委員會日後的運作，周浩鼎昨日強調，

自己無違規、無違法、無任何隱瞞，只是想調查完整、公正，惟他希望盡快平息政治風波，故

宣佈退出專責委員會。建制派議員不滿委員會內有人洩漏閉門會議內容，而被告誹謗的立法會

議員梁繼昌依然留在委員會，要求調查洩密事件，及要梁繼昌交代，惟在席的梁繼昌裝聾作啞，

全程不發一言。

阿鼎顧大局 退專委會息風波
強調無違規違法隱瞞 建制派促查洩密內鬼

周浩鼎昨日上午表示，已去信專責委
員會主席謝偉俊，表明即時辭去委

員會所有職務，委員會昨日下午開會亦
接納了其請辭，並擬於下月補選委員
（見另稿）。

毛孟靜郭家麒抹黑提譴責
雖然周浩鼎已經請辭，但多名反對派
議員昨日在專責委員會還未開會前的內
務委員會上，提出要動議譴責周浩鼎。
提出議案的「香港本土」議員毛孟靜聲
稱，雖然周浩鼎說自己無違規、無違
法、無隱瞞，「但公眾觀感係有」，更
稱是次事件為「行政干預立法」、周浩
鼎此舉是「行為不檢」云云。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亦聲稱，周浩鼎的
行為「漠視委員會職責、破壞委員會公
信力」，不能容忍，希望大家支持譴
責，及考慮如何處理委員會日後運作，
是否需要解散。周浩鼎批評，這些說法
是嚴重抹黑、無限上綱上線。他說，有

關文件屬公開文件，任何人都可以給予
意見，並強調自己只是想調查完整、公
正，「若研究範疇不調整，將來或會被
認為調查不公正。」

黃國健：對當事人不公
多名建制派議員對毛孟靜的動議表示

反感，認為委員會尚未開會討論，已有
「局外人」表示譴責，是不尊重專責委
員會。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指，由於委員
會內容保密，現在僅得反對派議員公開
談論，資料都是一面倒，對當事人並不
公平。工聯會不知當中來龍去脈，但若
有人動議譴責，亦只能投反對票，「我
自己知道情況，就更加會投反對票。」

陳振英：周無偏離原則
金融界議員陳振英指出，委員會的原
則之一，是調查工作和程序須公平，尤
其是要對受研訊程序影響利益的各方公
平，故周浩鼎並無偏離原則，只是處理

手法欠理想， 而周已因此退
出委員會，故自己並不認同
譴責動議。但他和多名建制
派議員都認同郭家麒所言，
須考慮如何處理委員會日後
運作，是否需要解散等。

葛珮帆：梁繼昌應交代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也指，
梁繼昌在UGL一事上有涉嫌
誹謗梁振英的稅務問題，不
少市民都向她表示擔心梁繼
昌會公器私用，認為他不適
合留在專責委員會調查梁振
英，要求梁繼昌亦對此作出
交代，又認為要成立小組調
查清楚是次委員會的洩密事件。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亦指，UGL專責委

員會的事件，講到尾是誠信問題，但有
人在未有結論下已出來評論、被告的人
又去調查告自己的人，認為這些問題亦

須處理。
在席的梁繼昌未有發言。梁繼昌昨日
向傳媒聲稱，專責委員會的各委員都知
道他被梁振英控告誹謗，而自己已按議
事規則去考慮申報利益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UGL事件的專
責委員會昨日下午舉行閉門會議，主席謝偉俊會
後表示，已接納周浩鼎的請辭，並擬最快於下月
2日補選委員，及再選出副主席，填補有關空
缺。同時，很多委員對洩密問題感到遺憾及憤
怒，但由於議事規則不容許委員會就此作跟進及
懲處，委員只可各自表達看法。一同見記者的經
民聯議員梁美芬強調，洩密事件拖慢會議進程、
令互信減少，認為委員會若不解散，就必須恢復
互信，否則難以工作。

UGL委會閉門商補救
謝偉俊昨日在專責委員會開會後向記者交代會

議情況。他說，由於委員會出現「案中案」情
況，考慮到會議上討論是否補選委員、追查洩
密、被告誹謗的委員梁繼昌是否要退出委員會及
是否須解散委員會等事項，以及根據議事規則、
過往慣例及議員意見，最終決定進行閉門會議，
期待在討論完有關事件及補選後，盡快重新公開
會議，往後聆訊及搜證都會公開進行。

最快下月2日補選空缺
針對洩密問題，謝偉俊指，會上很多委員對此

感到遺憾及憤怒，但現行機制中並無跟進及懲處
的做法。談到解散委員會的建議，他亦表示，專
責委員會只能在調查結束並提交報告後，又或立
法會會期完結才可解散，故現時無機制解散委員
會。他又說，將於下周的內委會提出補選專責委
員會空缺一事，預計最快可在下月2日的內委會
上進行補選。
另外，謝偉俊表示，收到特首梁振英就委員會

調查範圍的意見，但委員會只能按經過內委會同
意的調查範圍做事，並指出UGL協議的真偽應
屬調查範圍之內，相信調查範圍全面。至於梁繼
昌是否須退出，昨日則未有時間討論，但謝偉俊
承認現時同樣無明確機制處理有關情況，亦無機
制踢走委員，須再作討論。

洩密損互信
委員感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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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繼昌不應留 遺憾反對派政治炒作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分別與訪港的新西蘭總理比爾．英格利希，及澳洲新南威爾斯州總
督赫利會面。梁振英在會面中強調，香港擁有「一國」及「兩制」的雙重優勢，可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下發揮
「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協助他們的企業開拓內地這個龐大、更廣闊的市場，又期望大家在各個範疇加強聯繫，促進
雙邊關係，共同推動區域經貿合作進一步發展。

晤 澳 紐 政 要

「熱普城」之前為選
舉利益而結合，敗選之
後狗咬狗骨。「狗主」
黃毓民早前稱其太太收

到匿名恐嚇信，將矛頭指向「城邦派國師」傻
根（陳云根）及「熱狗」前頭目狗達（黃洋
達），更將傻根從自己網台MyRadio掃地出
門；又重載「本民前」發言人獨琦（梁天琦）
及偉哥仰（黃台仰）等此前在MR的節目，被
指是試圖搵「轉世靈童」參加可能舉行的立法
會補選。狗主前晚再於MR開火，由台長梁錦
祥出面講MR向來都是狗主地盤，又指之前因
為傻根「冇得教書」，所以畀佢做節目接濟云
云。你有你講舊日情義，傻根自己都上載一段
短片，言論間揶揄狗主冇咗議席「悵然若
失」，勸佢「真誠面對自己嘅慾望」喎。
狗主前晚以「男人天職保家眷」為題，借台
長把口講返「熱普城」嘅恩怨。梁錦祥先講返
重載獨琦及偉哥仰等人節目一事，強調MR從
來都係「選舉機器」、係狗主自己從無到有、
自己攞資源推動，而以往嘅節目係MR嘅財
產，保留住係合情合理，與補選無關。

狗主指無書教接濟做節目
台長之後話鋒一轉，就攞返之前封恐嚇信出
嚟講，話政見唔同都「唔可以騷擾人哋屋企
人」，喊話謂︰「涉及到嗰封信嘅問題，我哋
會追查到底，會追查係邊個策動呢件事，他們
須承擔責任，如果唔係毓民點向屋企人交
代？」

狗主乘機放狠話謂︰「我最怕老婆，我知道
你係邊個，我一定殺×死你。」佢仲話，自己
約莫知道係邊個所為，仲鬧啲所謂自己友既然
冇出聲，進一步擴大清算力度話︰「你唔出嚟
澄清，你就等於包庇佢，講完。我就一定入你
數。」他又大講當時傻根喺度做節目，台長並
冇從中獲利，「特登唔要錢畀陳雲，因為陳雲
冇得教書」，講到明自己有恩於人。

傻根反寸失議席悵然若失
你有你講舊日情義，傻根就唔係咁諗啦。佢
噚日凌晨喺自己fb上載短片，話要「細談近日
與毓民兄的爭端」喎，其實都係句句錐住狗
主。佢話，狗主冇咗議席悵然若失，揶揄佢之
前選舉又察覺唔到自己陣營被滲透，俾人鬧時
又唔慣俾無名網民批評，所以就去攻擊人。佢
仲話，又唔見有人攻擊自己同狗達，「因為我
哋冇做錯。」
傻根又話，清黨是「更新復元」的過程，可

惜狗主「唔多明呢樣嘢，佢唔係做政黨，而係做
傳媒」，擺到明話狗主唔識政治。傻根又叫狗主
自己去參加補選，直言狗主𠵱家言退 ，係「唔能
夠真誠面對自己嘅慾望」。佢仲話，狗主冇議席
得網台根本「活唔到」等。
「熱普城」再一次派到滿地花生殼，網民都
各自分唔同陣營剝花生。「won won Wong」
就質疑狗主小題大造，「政治人物收到無聊白
痴仔的恐嚇信，全世界都如是，…… 真係唔
明黃郁（毓）民竟然藉著（着）呢封信而再一
次把朋友掃地出門，陳雲、黃洋達不表態都成
為幫兇罪證，歷史在笑黃郁（毓）民的性格為
何如此乖戾？」「Ricky Chan」亦認同傻根所
講，揶揄狗主道︰「原來講最唔介意果（嗰）
個，其實潛意識係最介意。」狗主支持者就鼓
勵狗主同敵人嘅敵人結盟，「 既然已經水落
石出知道邊啲人係有問題，希望之前被影響嘅
人會考慮返嚟做節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狗主傻根互翻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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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 城 」 搞 清
算，和其他激進「本

土派」內鬥的程度有如「宇宙大爆
炸」，範圍持續擴展。有「城邦派國
師」傻根（陳云根）的「信徒」近日
發帖，稱「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
天是引爆「本民前」這些「炸彈」的
「引信」，「如果不拔除引信，這枚
引信以後也可以繼續裝入其他炸彈上
來繼續引爆我地（哋）至徹底滅亡為
止！」傻根就轉發了有關帖子，更評
價道：「正論。」

斥煽「獨」致釋法引爆炸彈
「云粉」之一的「陳光明」近日發

帖稱，將矛頭指向陳浩天，指其「港
獨論」「對『本土派』的其他搵食主
義者，是很大的刺激，……『本民
前』、『青年新政』，都紛紛向『港
獨』靠攏，試圖以最激進的姿態，來
吸引香港選民由來已久的追捧最激進
政治代表的選票。呢場『鬥激』嘅欺
師滅祖選舉，最終在『雷動舞弊計
劃』下，將香港引入宣誓風暴、引來
人大釋法的『滅港』之路」。
他續稱，「如果話『本青政』是炸

彈，那麼陳浩天就是引信，除了清算
炸彈，我地（哋）也絕對不可以忽略
拔除引信。如果不拔除引信，這枚引
信以後也可以繼續裝入其他炸彈上來
繼續引爆我地（哋）至徹底滅亡為

止。」
「陳光明」最後圖窮匕現，將話題

引導到狗主黃毓民的網台MyRadio
上，稱「MR恢復『本民前』成員的
節目重溫只是鬥氣之舉，不足懼，但
MR長期收留引信陳浩天做節目吸納
信眾，這才是對我等的最大威脅！」
傻根在轉發該帖子的同時，更稱該

帖文是「正論」，得到「國師」加
持。另一「云粉」「周振豪」即事後
孔明地稱，「由佢（陳浩天）提出
『民族論』果（嗰）時已經覺得佢on
（戇）×。唔明點解班傻仔會咁buy
佢！」「Carrie Chan」則稱，「陳
浩天很聰明，一直在終點等候，希望
黃毓民多點endorse（擁護）他，好
讓他早日尾巴盡露。」「Yeager
Wong」更稱，「陳浩天等『偽港獨
派』必須清剿，否則香港無法『建
國』！」
不過，「Parco Yu」就弱弱一問：

「陳浩天選舉時直播，暗示新東選民
要投陳雲根架（㗎）喎……點解依
（𠵱 ）家要搞埋佢？」不過，呢啲
「反調分子」在一片「國師英明」聲
下，點會有人理。無論點都好，「獨
派」咁鍾意煽動針對「非我族類」的
仇恨，包括新來港人士、與他們意見
不同的「港豬」以至老人家，現在自
己受返，其實只可以講句報應不
爽。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云粉」欲剿陳浩天「國師」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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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根則
在 fb短片
中「細談與
黃毓民的
爭端」。
視頻截圖

■狗主前
晚在自己
的網台節
目繼續開
火。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立法會
會計界議員梁繼昌公開評論UGL事件
時，涉嫌誹謗特首梁振英而被對方控
告。梁振英昨日重申，梁繼昌此前的言
論，清楚反映他對此事有既定立場，有
偏見、定見和成見，不適宜繼續擔任
UGL事件專責委員會成員。他又對有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計劃針對他提出彈劾
議案表示極度遺憾，批評反對派議員不
斷向稅局和其他執法機關舉報但不得
逞，進而利用只需少數議員同意即可成
立專責調查委員會，及提出彈劾議案的
機制，是以持續造成他被調查及被針對
的形象。

梁言論證有既定立場偏見
梁振英昨日在網誌中引述2014年10

月10日，梁繼昌在fb中稱已「寫信給
香港稅務局局長」，「要求他親自徹查
梁振英收取澳洲公司400萬英鎊款項的
事件。」今年3月1日，梁繼昌在記者
會上更指稱他「仍然接受緊……甚至係
香港同埋外國嘅稅務局調查」。
梁振英重申，「我從來沒有收過任何
地方的稅務局就UGL協議的接觸，遑
論調查。梁繼昌寫信給稅務局局長，至
今已兩年半，這樣簡單的稅務問題，如

果要查，需要兩年半嗎？」
他續說，稅務局不會向任何第三者披

露是否調查任何個案，「這是梁繼昌作
為專業人士應有的常識」，但對方仍然
在兩年半後堅持他「仍然接受緊……甚
至係香港同埋外國嘅稅務局調查」，清
楚顯示梁繼昌對此事有既定立場，有偏
見、定見和成見，不適宜繼續擔任委員
會成員，「因為委員會的研究範圍包括
稅務問題，這是顯淺的道理。」
梁振英此前要求有關調查委員會擴闊

調查範圍，包括調查他和UGL簽訂的
離職協議中「不涉及利益衝突」的手寫
部分的真偽。他解釋，該離職協議「清
楚寫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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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協議的關鍵部分，協
議不可能出現利益衝突問題，任何人如
果認為這條款屬於偽造，請站出來。」
就反對派議員指就是次事件啟動彈劾

機制，梁振英在fb發帖指，UGL事件
雖被反對派議員不斷炒作，但UGL從
來沒有從特區政府獲取任何利益，過去
兩年亦沒有任何監管機構指出該份協議
有問題，英國的兩個執法機構亦已於兩
年多前書面明確回覆不會跟進。

組委會提彈劾圖持續針對

他續說，UGL於兩年多前多次書面
公開說明該協議是正常的離職協議，而
戴德梁行的股東、董事會、核數師或其
他持份者亦從來沒有就協議提出查詢，

遑論追究，「以上皆是公開事實。」
然而，兩年多來，反對派中人不斷向

稅局和其他執法機關舉報但不得逞，進
而利用只需少數立法會議員同意即可成
立專責調查委員會，及提出彈劾議案的
機制，以持續造成他被調查及被針對的

形象。
對於反對派議員不斷就事件進行政治

炒作，並對罔顧利益衝突和身份衝突，
既向稅局舉報，又動議成立及加入專責
調查委員會的立法會議員梁繼昌，他表
示極度遺憾。

■周浩鼎昨日辭去專責委員會所有職務，並獲接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