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三丑」的頭頭戴耀廷（戴妖），以其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的

身份，鼓吹所謂「違法達義」，煽動年輕人違法，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就此收集了逾8萬人的簽名，

要求港大將之開除，並將於周日舉行集會。戴耀廷就在fb聲稱，這做法就如「文革」云云。多名

建制派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戴耀廷一派胡言，「就是有此人，教壞年輕一

代，才令香港禮崩樂壞。」有網民亦批評，戴耀廷煽動年輕人「批鬥」師長，才是「港版文革」

的始作俑者。

全國政協副主
席、前特首梁振
英分別出任兩間

有關「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公司董
事，某些反對派媒體及議員聲稱此舉涉
及「利益衝突」。不過，翻查有關規
定，梁振英出任董事的兩間公司屬於非
牟利性質，即不會參與商業及專業服
務，而他本人亦不受薪和不領取花紅，
依例毋須事先申報，只須通知，也沒有
規定通知的期限。
有傳媒於周一稱「獨家揭發」剛卸任

特首兩個月的梁振英，「悄悄」出任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有限公
司」、「大灣區香港中心有限公司」的
董事。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翌日即聲

言，計劃去信特首林鄭月娥、前行政長
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
會主席廖柏偉，要求交代事前是否知道
梁振英出任公司董事的安排。

前任特首辦：不受薪無分紅
根據前任特首辦此前回應傳媒時指

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有限
公司」和「大灣區香港中心有限公司」
均為非牟利組織，梁振英並不受薪，亦
不領取分紅，梁振英在兩個組織的身份
和活動將按政府規定進行。
特首辦在回應時補充，根據梁振英提

供的資料，該兩間香港公司為沒有股本
的擔保有限公司，不會參與商業或專業
服務。
翻查資料，根據《為避免利益衝突而

設的前任行政長官離職後工作規限》，
前任行政長官在3年管制期內，可接受
慈善、學術或其他非牟利機構的委任而
無須向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
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徵詢意見，無論有
關委任受薪與否、屬全職抑或兼職。

依例只需通知 不設期限
至於前任行政長官如接受慈善、學術

或其他非牟利機構的委任，指引清楚列
明，該項要求是「通知」，而不是「事
先申報」，且沒有規定通知期限。因此
有反對派傳媒及議員質疑梁振英沒有事
先申報，明顯是莫須有的指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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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妖煽青年搞「文革」
先告狀話「受迫害」

網民鬧戴妖黑白顛倒
Andrew Ngai：香港「文革」
不是在「佔中」時已出現了
嗎？

Mingtung Ng：你（戴妖）指
中大前學生會長示範納粹禮
儀，又有中大生圍住副校長，
脅迫副校答應學生要求？

Karen Yip：戴妖講反話真是勁
抽（揪）！香港「紅衛兵」真
係好犀利，香港（特區）政
府，所有學校，所有機構管理
層，全向反對派/「黃屍」/「紅
衛兵」跪低！

Hui Chan：又話找數，叫你找
數就話「文化大革命」。

黃舒懷：黑白顛倒的功（工）
夫真了得！

Edward Ngan：這是為什麼教
大民主牆有「恭喜」字句。

Adam Rock：選擇是自己的。
在自由意志狀況下，他揀選成
魔，無視無悔地害己害人。可
憐是被植毒一群，可恨是此人
形妖物。絲毫不值半點寬待。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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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部門應限制政客濫用特權的探監行為

頻密探訪變相鼓勵犯罪
近日，反對派多位議員政客利用其議
員身份，頻頻前往監獄探視被判入獄的
黃羅周以及其他13名衝擊立法會的違
法者。而發起這場鬧劇的就是反對派議
員張超雄，報名參與的反對派政客約有
20多人，包括邵家臻、黃碧雲、朱凱
廸、許智峯、莫乃光、楊岳橋等。他們

編排好時間，濫用議員可以到監獄進行
公務探訪的特權，輪流到監獄為這些違
法者撐腰打氣，有人更是利用議員助理
可以陪同議員進行探訪之機會，搭順風
車去探望在囚女友，明顯就是以權謀
私。黃之鋒等16名違法被囚者，就名
正言順地在被探訪的時間，跑出來休閒
兼嘆冷氣，無需按照監獄的規定按時工
作，成為「特殊一族」。黃之鋒更把監

獄情況畫下來，借議員探訪之機會進行
公開展示，撈取政治資本。同時，反對
派也利用這個機會搞「政治宣傳」，企
圖把這些違法入獄者樹立為「英雄」，
變相鼓勵更多的人走上違法犯罪的道
路，荼毒廣大青少年。

漠視社會批評 繼續濫用特權
反對派政客的這些做法，受到社會輿

論的嚴厲批評。許多人士指出，他們這
樣做明顯就是濫用特權的行為，有違議
員身份。而且顛倒了黑白，混淆了是
非，嚴重破壞了法治精神。但是，這些
政客卻一點也不收斂，照樣是我行我
素。反對派議員邵家臻就在 FACE-
BOOK上公開其昨日到監獄用兩個小
時探訪周永康、朱偉聰、梁曉陽、劉國
樑的詳情，不僅對他們在獄中的生活百
般美化，為四人撐腰打氣，而且還抗拒
公眾的批評，聲稱「應承過人家要做的
事就要完成，那管是有人撩事鬥非，無
風起浪」，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
燙」的無賴之相。

監獄當局不能聽之任之
反對派政客這些做法，是利用議員特

殊身份，漠視監獄規則，衝擊了監獄的

正常秩序，也破壞了法治精神。懲教是
彰顯法治的重要一環，對於違法被判入
獄者，法律規定必須接受監獄制度的嚴
格規限，讓其進行反思及改過。但是，
反對派政客如此頻密的探訪，讓其享受
特殊待遇，變成有別於多數在囚者的特
殊囚犯，破壞監獄的公平制度。需要指
出的是，反對派的政客經常是批評別人
濫權，對自己的濫權行為，卻採取了明
顯的雙重標準。他們面對社會大眾的批
評及譴責之聲，不僅無動於衷，相反，
還擺出對抗的態度，變本加厲地濫用特
權。對此，社會輿論一方面繼續進行嚴
厲的譴責；另方面，也呼籲監獄管理當
局，對這些明顯的濫權行為不能放任自
流、聽之任之，必須採取必要的規限措
施，以限制這些不當行為，確保監獄的
正常秩序。

日前，傳媒曝光反對派多位政客利用其議員身份，頻頻前往監獄，探望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

以及反新界東北開發而衝擊立法會的13位違法者。社會輿論紛紛批評他們這種濫用特權的舉動，指

出這樣做是製造監獄內的不平等，衝擊法治精神，不僅浪費政府資源，虛耗公帑，更有違議員身

份。但是，一些反對派政客依然我行我素，視社會大眾的批評如無物。反對派議員邵家臻昨日就在

其FACEBOOK上晒出其繼續去監獄探訪周永康等四名違法者的詳情，這種漠視社會聲音的做法，備

受輿論譴責，大家紛紛呼籲監獄的管理當局，採取必要的規限措施，以杜絕這種濫權行為。

文平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昨日會見了來自匈牙利的智庫組織。梁振英向他們介紹了
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的作用，尤其是作為匈牙利、
歐洲其他國家和大灣區的內地城市之間的「超級聯繫人」
作用。
有關的智庫組織每年5月在匈牙利舉辦「一帶一路」論
壇，而且發表研究報告，推動匈牙利及周邊歐洲國家參與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梁振英向在場的匈牙利總領事和
其他匈牙利代表表示：「我鼓勵世界各國各地成立非牟利
團體，共同支持當地政府推動『民心相通』，包括青少年
交往、文化藝術交流和支援較落後國家等，這正是『一帶
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的宗旨。」

梁振英會匈牙利智庫
推介港「超聯人」作用

■梁振英昨會見匈牙利智庫組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雙學三
丑」周永康、羅冠聰、黃之鋒及以暴力衝擊
立法會的13名反新界東北發展分子，被法
院判處監禁6個月至13個月不等。一眾反對
派立法會議員就濫用其身份，以「公務」為
名頻頻探監，擾亂監獄運作，影響牢房犯人
的工作分配，令有關人等連坐牢都可以「高
人一等」。
有關濫權行為雖被傳媒揭發，仍厚顏地
繼續行使特權。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反對派口中聲稱爭
取「公平公正」，實際卻是濫用特權的常
客，並質疑他們是真心為市民福祉，還是借
市民的授權來滿足個人私利。
社福界議員邵家臻是其中一名頻頻利用特
權探監的反對派議員之一。
他昨日在其facebook發帖稱探訪了包括周
永康、朱偉聰、梁曉陽及劉國樑等人，更聲
言「那（哪）管是有人撩是（事）鬥非，無
風起浪」。

葛珮帆：違公務探訪原意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指出，公務探訪的原

意是方便探訪者與在囚者就公務索取資料和
討論，但從邵家臻的facebook帖文可見，他
們在探訪時根本只是「閒話家常」，完全與
公務無關，違反公務探訪的原意，有濫用之
嫌。
她續說，反對派「車輪式」探訪，讓其

盟友逃避勞動，影響懲教署對在囚者安排更
生工作，以至「不能懲，不能教」，更製造
了「特權囚犯」，讓他們藉此在冷氣房內與
探訪者面談霸佔探訪的空間和時間，剝削其
他囚犯的探訪權利，造成不公，有關方面應
盡快檢討探訪機制。

陳恒鑌：讓盟友避勞動
本身為太平紳士、有權巡視監獄的民建

聯議員陳恒鑌批評，反對派議員公然濫用公
務探訪的機制，讓一眾盟友毋須接受勞動懲
罰，對其他在囚者不公平，也反映了有關人
等根本不服法庭的裁決，圖以陽奉陰違手法
逃避法律制裁，並擔心有關機制遭反對派濫
用，懲教署可能會收緊規定，或會剝削後來
者的權利，做法自私。

何啟明：加重懲署工作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也指，特區政府讓公

職人員有權探訪在囚者，是為在獄中既有
機制上增加一個申訴渠道，讓在囚者有機
會提出投訴，以保障他們的權益，而非讓
反對派議員每天像上班一樣去探訪及閒話
家常，燃燒有關在囚者在獄中的勞動時
間。
他批評反對派濫權，對其他在囚者不公
平，更會加重懲教署職員的工作量，希望市
民看清楚這批反對派議員是真正為市民，還
是為一己之利而濫用議員特權。

補 選 將
至，「青城
派」密謀搞

亂檔？「青城派國師」傻根
（陳云根）在立法會選舉期
間危言聳聽，話香港一切土
地契約會喺2047年失效，所
以要「永續基本法」，結果
俾傳統反對派恥笑。不過，
後者有人在當選後為咗自己
利益，結果又攞返傻根呢個
講法嚟宣傳。為此，傻根大
發雷霆，話要開始「×票行
動」，補選時去傳統反對派
嘅拉票街站鬧爆班投傳統反
對派嘅選民喎！
傻根提出嘅所謂「2047 大
限」論當然唔係事實，但傳統
反對派之前恥笑佢亂噏、夠鐘
食藥、不要放棄治療，但現在
又搵佢嗰套嚟嚇市民，咁又真
係難睇啲嘅！傻根昨日就在fb
回帶現已被DQ嘅建築、測
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嘅姚松
炎當選時嘅訪問，稱「2047年
香港有一半的地契到期，邊個
話一定會自動續租」云云。
傻根在帖中稱：「香港人，

要算帳（賬）。陳雲在2016年
立法會選舉提出『永續基本

法』，解決『2047樓房土地續
約問題』。『泛民』全部講大
話，說這是偽議程。2016年9
月4日，選舉結果公佈。隔了
幾日，2016年9月16日，『泛
民』即刻出爾反爾，推翻之前
的講法。」
他續稱：「姚松炎出來說

『2047土地無法續約』之後，
還有吳藹（靄）儀，在選舉日
之後，說2047『一國兩制』終
結。個個賤格到離奇！選『泛
民』，死全家！邊個投票選
『泛民』，就是害死香港子
孫，要死全家謝罪。……選
『泛民』，死全家！陳雲×票
行動開始。」

支持者稱開街站挑機
傻 根 的 支 持 者 「Karlaen

Chan」就解釋何謂「×票行
動」：「老師講過如有補選，
開『×票』街站派返上年競選
單張，順便××班選民！」
「康景」就稱：「『泛民』
死全家是天道。投票給『泛
民』的也要受報應。」
咁就真係要睇吓呢班「鍵盤

戰士」係咪得個講字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批「泛民」偷佢橋 傻根咒選民死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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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家臻續濫權探監挨批

戴妖在其facebook以《香港的『文
化大革命』》為題發文，就何君

堯針對他煽動年輕人違法而發起的簽
名行動及集會，聲稱「從來未想過
『文化大革命』會在香港發生，但現
在『文化大革命』竟真的在香港發生
了。但更想不到的是，被迫『跪玻
璃』、『戴高帽』、『遊街示眾』的
那一個竟是自己。香港為何會淪落至
此！？面對來勢洶洶的『文化大革
命』，不發聲反對，你可能就會是將
來被選來『批鬥』的那一個」云云。

何君堯：不交代就搵窿捐
發起簽名行動的何君堯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戴耀廷是在一
派胡言：他當日聲言要「違法達
義」，證明他清楚知道有關行為是違
法的，只是法律程序還未展開，他仍
然逍遙法外，才得以繼續妖言惑眾，
「既然戴承認所作所為是違法的，更
親自策劃、推動及帶領，現在就應通
過法律及合法程序來撥亂反正，這是
理所當然的做法，根本談不上是『以
言入罪』。」

何君堯還「邀請」戴耀廷出
席他周日發起的「反港獨、反
冷血、反偽學—革走戴耀廷吶
喊大會」，倘戴耀廷對「港
獨」立場繼續支吾其詞，就請
他自己「搵窿捐」吧。

盧瑞安：戴一手造此亂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

評戴妖是在顛倒是非：他提到
的所謂「文革」論，所形容的
景象就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教
出的大學生不分青紅皂白，以
「惡」圍堵大學校董，要所有人屈從
他們之下，「為何戴耀廷不提這一
點？」外界要求他為違法行為負責，
接受法律制裁，及不應再擔任大學法
律系教職時，戴妖就以歪理亂扣他人
帽子，完全不是一個負責任者應有的
行為。

邵家輝：謬論為自己遮醜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直言，所謂

「文革」現象，都是戴耀廷班人一手
搞出來的：一直以來，香港社會都相

對和諧，即使有任何不滿及意見，大
家都會按正途表達，現在這名「賴皮
教授」不斷灌輸歪理，令年輕一代尊
卑不分，才搞出「大頭佛」來，但他
們就繼續死撐，更以各種荒謬的論述
作為自己所作所為的遮醜布。
他強調，法院多次的判決都已經清

楚顯示，戴耀廷為首策動的是違法行
為，必須接受法律制裁，只是有關人
等拒絕面對現實，以圖「大聲叫兩
叫」，就能推卸所有責任，這是不會
得逞的。

■何君堯收集了逾8萬人簽名，要求港大將
戴耀廷開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