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前日應約會見港交
所主席周松崗、行政總裁李小加，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
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圖︰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

共 商 大 事

港台「反政府」被批與全社會為敵 網民譏戴妖組「歐式結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激進派」和「自決派」

4人，於上周五被法庭裁定因

宣誓不符法例要求，喪失立法

會議員資格。連日來，一眾反

對派議員大做文章，不斷向特

區政府扣帽子，聲稱 4人遭

「政治檢控」云云。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在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討論法

治與檢控人員的角色時提出，

是否存在「政治檢控」的問

題。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許

紹鼎回應指，律政司檢控人員

一向秉持獨立、公平、公正的

原則，按實際證據而行，絕對

不受任何干預。

葛珮帆在會上提到，近期社會
上有聲音質疑，特區政府進

行「政治檢控」，將某些檢控工作
形容為「政治工具」，用來打壓異
己。她又提到，亦有某些聲音，要
求特首干預律政司的檢控工作，撤
銷對某些人士的檢控。
許紹鼎回應指有關「質疑聲音」
為個別人的意見，強調律政司每名
檢控人員一直秉持獨立、公平、公
正的原則，一切的檢控都會考慮是
否有足夠的證據提出檢控，絕無任
何偏頗。

不受政府內部或外界干預
許紹鼎又強調，根本不存在特首

要求律政司停止檢控的情況出現，
按照香港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的規
定，律政司的檢控工作，不受政府
內部、公眾、輿論等外界的干預。
立法會新界西議員何君堯則在會
上指出，違法「佔領」行動至今已
有3年多時間，除了「佔中三丑」
戴耀廷等3人，及部分核心搞手共

9人早前被起訴之外，其他「佔
領」行動的搞手及大批參與者仍然
未被起訴，「當時警方拘捕了
1,000多名涉嫌人士，遭檢控只有
30多名」，批評律政司在處理有關
案件上，有欠效率，令公義不能得
到彰顯。
許紹鼎回應時表示，由於每宗案
件的複雜程度有別，檢控工作不能
只採用同一把尺作為量度，強調律
政司就所有重大案件，均會考慮全
面證供，審視有什麼適用的法例可
以援引，才決定何時作出檢控，強
調律政司的檢控工作只考慮「證
據」，絕無任何政治的因素。

周浩鼎謝偉俊質疑有人濫用法援
另外，昨日的會議還談到濫用法

律援助的問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周浩鼎指出，由於法律援助署負責
審批工作的人手有限，若有市民濫
用法援，便會影響到其他有真正需
要的人士。立法會九龍東議員謝偉
俊亦指出，部分市民「極度關心」

社會問題，他們申請法援用作的司
法覆核範圍，亦只為「幫社會出
聲」，而非確實因政府或政策而受
屈。
法律援助署署長鄺寶昌回應時表
示，根據《法律援助規例》第十一
條，凡有人重複申請法援被拒，署
長可命令在3年內不考慮該人的任
何申請，涉事人若有理據的話，可
以提出上訴，推翻署方的決定，否
認將視為濫用法援。
出席同一場合的民政事務局副秘

書長李百全就指出，法援署在批
出法律援助前，申請人須通過經
濟及案情審查，如有人提供虛假
資料，可被罰款1萬元及入獄半
年，並被撤銷法援。為打擊不當
的包攬訴訟行為，現設有申報制
度，確保受助人按照其意願提名
律師，當中不包括任何攤分討得
賠償、訟費等協議。在過去3年
間，當局對違規律師共發出6封勸
誡信，更有3名律師在《法律援助
律師名冊》上遭除名。

律政司：檢控獨立公正
按證據無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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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日前
裁定，4名於宣
誓時「玩嘢」或

「加料」褻瀆誓言的反對派議員，包括姚松
炎、羅冠聰、劉小麗和梁國雄，因不符「嚴
格形式和內容規定」及「拒絕或忽略」作出
立法會誓言，齊齊被宣佈宣誓無效，喪失議
員資格。姚羅劉梁議員變「已完」，明顯出
乎反對派意料，因為他們以為法庭會投鼠忌
器，不敢全部取消4名議員資格。但最終法

庭嚴格依法辦事，判決4人宣誓無效，重申
了人大釋法的法律效力，彰顯了正氣，捍衛
了香港法治精神。
姚羅劉梁「已完」，對反對派是一大重
創，對「激進派」、「自決派」更是毀滅性
的打擊。反對派在判決後隨即作出反擊，一
方面即晚發動一場集會示威，另一方面則在
財委會攪局，企圖以阻礙政府新增的教育撥
款以作還擊。反對派的所謂反擊行動不但逆
民意而行，更加是愚不可及。示威集會最終

只有300多人出席，當中不少是傳媒人士。
4名反對派議員被DQ，還要在星期五晚放
假前舉行集會，連反對派人士都不願意出
席，說明了什麼？說明姚羅劉梁因為宣誓
「玩嘢」被取消議席，連反對派支持者也不
同情。
至於在財委會上攪局，更是將自己置於全

港市民對立面。政府新增教育撥款，關係廣
大學子和家庭的切身利益，就是反對派議員
都表示支持。因此4名自作孽的人，企圖阻

撓撥款，完全是出師無名，更凸顯反對派的
不堪。市民並不同情4人，原因是從沒有人
叫這4名「已完」「玩嘢」，如果他們正正
經經宣誓，誰人奈得他們何？他們要違法宣
誓，自然要承擔後果，沒有什麼可同情的。
反對派大力反對判決，更以「反DQ」作

為抗議行動主題。但問題是他們要「反
DQ」究竟對象是誰？取消4名「已完」議
席的不是特區政府，而是法院。特區政府沒
有權力取消4名「已完」，相反是訴諸法
律，最終由法庭依法判決。反對派不滿意可
以上訴，但企圖以政治行動來「反DQ」，
反的不是特區政府，而是反法庭、反法治。
反對派一直說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但他們
卻是香港法治的最大破壞者。
不論從法理上、從道理上看，4名「已

完」被取消議席都沒有可質疑之處，法官的
判決也說得很清楚，宣誓就是宣誓，「玩
嘢」或「加料」就是褻瀆誓言，中間沒有灰
色地帶，4人是自作自受。反對派要攪局，
甚至不惜威脅要阻撓教育撥款，不過反映其
輸打贏要，漠視法治的面目，只會輸得更
慘。至於一些人還建議反對派「總辭」云
云，將反對派所有議員變「已完」，什麼叫
一山還有一山低，看看反對派中人的智商就
知道了。
毫無疑問，反對派在宣誓一役是輸個清

光，如果繼續在財委會上攪局，更加是一鋪
清袋，這是自取滅亡之路。如果反對派還有
一絲理性，現在就應該懸崖勒馬，通過教育
撥款。何必為了4個自作孽的人，與全港家
長、全港市民為敵呢？

姚羅劉梁自作孽 反對派借撥款開戰愚不可及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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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佬黎不得人心經營失敗 《壹週刊》賣盤咎由自取

壹傳媒旗下雜誌《壹週刊》宣告易
主，「壹仔」老臣子、副社長兼總編輯
黃麗裳出席員工大會前一度飲泣，她聲
稱對賣盤予商人黃浩的決定感痛心，形
容《壹週刊》不只是生意，而是一種價
值，賣盤如賣員工落妓寨，料交易後
《壹週刊》價值將成過去云云。
黃麗裳這是為壹傳媒、肥佬黎貼金。

黎智英壹傳媒旗下《壹週刊》反中亂
港、作奸犯科劣行罄竹難書，一貫渲染
色情、暴力，捏造新聞，造謠傳謠，嚴
重破壞新聞生態和新聞自由。《壹週
刊》宣淫販賤，荼毒社會之餘，更奉行
反中亂港方針，得罪全港。

《壹週刊》＝敢言風格？

黃麗裳聲稱，《壹週刊》易主後不能
保持敢言風格，所謂的《壹週刊》價
值、《壹週刊》精神已成過去云云。
《壹週刊》＝敢言風格？《壹週刊》

的所謂「敢言風格」、「價值」、「精
神」，其實是造謠、誹謗，導致神憎鬼
厭，虧損難止下，不得不賣盤，根本是
咎由自取。
例如，《壹週刊》及《蘋果日報》先

後於2003年8月刊登報道，指有「髮廊
妹」進入影星周星馳的酒店套房，周星
馳隨即入稟高院控告《壹週刊》，最終
壹傳媒向周星馳賠款。近年對《壹週
刊》重創的官司，源於《壹週刊》2010
年7月一篇「霸王致癌」的報道，霸王

以文章誹謗入稟高等法院，官司去年終
塵埃落定，法官裁定報道有誹謗成分，
須向霸王賠付300萬元及對方八成訟
費。
2012年5月，壹傳媒旗下《蘋果日

報》、《壹週刊》將章子怡「被調查，
禁出境」的傳聞進行大聲勢的傳播，章
子怡將《蘋果日報》及《壹週刊》分別
告上法庭，經過審理，去年11月高院
裁定章子怡一方勝訴。
壹傳媒多年來一直惡意針對李嘉誠先

生，對李嘉誠的造謠誣衊喪盡天良。
2010年12月29日的《蘋果日報》就李
宅修建一事捏造假「發水樓」新聞抹黑
李嘉誠穿煲後，相隔一年多肥佬黎又故

伎重施，在2012年2月2日出版的《壹
週刊》重複謊言，再次誣衊中傷李嘉
誠。事實上，李家補地價比一般人更
高，而且李嘉誠已捐出及承諾之款項逾
百億港元，李嘉誠又豈會為李宅「發
水」謀取私利？
《壹週刊》吹捧美國圍堵中國戰略，

聲稱「願第三次世界大戰早點爆發」，
狂言消滅中國人「洗洗基因牌」，其漢
奸陰暗心態令人髮指。

壹傳媒不得人心虧損巨大
黃麗裳表示，《壹週刊》營運出問題

並非全因政治打壓，而是近年急速轉型
數碼化策略可能有問題，更形容是「不
務正業」。所謂「不務正業」，其實是
「不得人心」。
壹傳媒公佈全年業績，截至今年三月

底止，虧損高達3.93億港元，而且是香
港及台灣所有傳媒業務（包括網媒）都
虧蝕，情況極惡劣。壹傳媒指，收入大
跌是因為集團印刷刊物在香港及台灣的

廣告收益大幅下跌。
有員工質疑壹傳媒「賣員工豬仔」，

認為虧蝕龐大管理層需要問責；有工會
代表更質疑黎智英曾揚言，賣掉《壹週
刊》就「一世變契弟」，如今卻食言。
壹傳媒廣告收益大幅下跌，其實反映

壹傳媒不得人心，得罪全港市民和商
家。為此，收取了黎智英黑金的反對派
議員，曾在立法會為壹傳媒出頭；收取
黎智英三筆合共350萬元「黑金」的陳
方安生，更曾去信匯豐、渣打及東亞三
家銀行，質問三行為何抽起壹傳媒廣
告。肥佬黎的御用打手記協「質疑」，
大財團因為北京壓力而向傳媒施壓，抽
起壹傳媒廣告云云。當局必須深入調查
黎智英「黑金」網絡，依法懲處行賄受
賄政客。
反對派議員、陳方安生和記協，儘管

竭力為《壹週刊》「救亡」，但喪盡人
心、病入膏肓的《壹週刊》，仍然無法
起死回生，不得不賣盤，肥佬黎注定
「一世變契弟」。

《壹週刊》易主，其副社長兼總編輯黃麗裳形容《壹週刊》不只是生意，而是

一種價值，這是為壹傳媒、肥佬黎貼金。《壹週刊》的價值其實是造謠、誹謗，

狗仔隊揭人私隱，敗壞傳媒生態，損害新聞操守，導致神憎鬼厭，虧損巨大下賣盤根本是咎由自

取。黃麗裳自己也承認，集團「不務正業」，「唔賴得晒政治打壓㗎」。所謂政治打壓使《壹週

刊》賣盤，是為了掩飾肥佬黎反中亂港不得人心，得罪全港，以致經營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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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
訪問香港，昨日會見特首林鄭月娥、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
和特首辦主任陳國基等。特首和三名司長分別介紹香港各方面的
優勢，包括香港的債券市場與國際接軌，可為亞投行提供最合適
的融資平台。金立群表示，亞投行的運作在未來幾年會擴充，鼓
勵香港的年輕專業人士加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圖：林鄭月娥fb專頁

群 訪 港金 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每當反對派有大事發生時，「佔
中三丑」之首戴耀廷就老是常出
現，對反對派的做法指指點點。
繼向特區政府「開價」後，他昨
日聲稱反對派應組成「類近歐盟
模式的結盟」，組織抗爭及統籌
選舉工程，更承認反對派過去「鬼
打鬼」消耗不少力量，應凝聚起
來。不少網民揶揄戴妖「不分裂就
不是反對派」。
《蘋果日報》昨日刊登戴耀廷的

文章，聲稱反對派必須「以實質的
行動組成更緊密的聯盟」，可成立
「類近歐盟模式的結盟」，建立共
同的決策模式，組織共同的抗爭行
動及統籌聯合的選舉工程。戴耀廷
又稱，聯盟必須讓「普羅支持民主

的市民」有機會參與，其中一個方
向是先在各區議會選區建立聯盟，
再組合成全港性的政治聯盟，也可
以由政黨及公民社會的團體籌組聯
盟。
不過，當他將文章放上facebook

「呃like」時，卻換來不少反對派
支持者的負評。「Paulina Tang」
慨嘆所謂「民主派」只是一盤散
沙，對此十分心淡，「各自為
政，只當代議士是一份優工？爭
曝光，為名為利？」「球三」就
不滿戴耀廷在「佔領」時已經提
出結盟，去年選舉又提出「雷動
計劃」再結一次，「這還未夠，
現在還要歸於你名下，手中無籌
碼，或者是有籌碼都要自動繳
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電台常被
人詬病用公共資源發表偏頗言論，日前更在其節
目《城市論壇》上以「『一國兩制』大智慧，
『呃足廿年』不堪提？主席贈言『信國家』，黑
布紫荊慶回歸？」為題，被質疑鼓吹反對香港回
歸祖國。香港多名時政評論員、資深傳媒人均認
為，香港電台作為特區政府內的公營廣播機構，
裡面員工大部分均是公務員，絕不能夠「反政
府」。他們又強調，傳媒作為社會公器，必須代
表公正、正義，不可與全社會為敵，成為社會不
需要的能量所在。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昨晚舉行題為「聲討港
台反詩 支持DQ四丑」的研討會，全國港澳研
究會理事宋小莊、黃熾華、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
會高級顧問李幼岐、前香港《鏡報》副社長兼總
編輯林文、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永遠名譽會長
吳士樑等出席。
黃熾華在會上表示，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

周年的大日子，批評香港電台竟在其
《城市論壇》節目上以「『一國兩制』
大智慧，『呃足廿年』不堪提？主席贈
言『信國家』，黑布紫荊慶回歸？」為
題，鼓吹反對香港回歸祖國。

宋小莊質疑有關部門為何無管理
宋小莊也指，香港電台作為特區政府

內的公營廣播機構，裡面員工大部分均
是公務員，「那麼怎麼能夠違反公務員
守則（去『反政府』），港台這樣的節
目（題目）當然是對特區、中央政府有
一種諷刺、貶義的態度，我很奇怪政府有關部門
為何沒有管理。」

李幼岐批「比反對派還要反對派」
李幼岐同樣批評，香港電台的「反詩」是一派

胡言，「港台比反對派還要反對派」，慨嘆港台

在20年來做了「反中亂港的先鋒」。
林文亦不認同香港電台的做法，強調香港電台

理應是支持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支持特
區政府有效施政的傳媒機構，批評香港電台在過
去20年反其道而行，不僅是反回歸、更是反對
「一國兩制」、反對香港基本法。

■■眾嘉賓出席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的眾嘉賓出席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的
研討會研討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