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理大民主牆近日多番出現

「獨標語」，而由極少數學生組成的所謂「理事亭」，更與大

批校外政團成員在校播「獨」，被社會狠批。「理事亭」多名

學生昨日與校方就民主牆的管理問題會面，有學生其後向傳媒

稱校方立場強硬，若發現有違反理大反「港獨」立場的內容，

「見一張、撕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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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南區區
議員區諾軒日前
突然宣佈退黨，

消息引起不少政界人士愕然，因為區諾軒
一向是民主黨的重點培養對象，並與另外
兩名南區區議員羅健熙和柴文瀚並稱「區
羅柴集團」，事前也沒有風聲傳出，現在
他突然宣佈退黨，更指原因是「要實踐政
治信念而無罣外（礙），『團結不同光
譜』的人，我不得不思考離開」。言下之
意，即是民主黨與他的政治理念格格不
入，所以才要選擇離開。但為何早不退遲

不退，而要選擇在他卸任「民陣」召集
人、而4個議席補選又即將進行之時？政
客不會做無緣無故的事，向以投機見稱的
區諾軒，今日放棄了實力雄厚的民主黨，
明顯是為了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
目前最大的機會，自然是明年3月舉行

的立法會補選。反對派為免惹人口實，定
下了「DQ者及其組織優先」的原則，即是
只要被DQ者或其組織派人出選，反對派
都會退路，除了范國威和馮檢基。
這4個議席本來屬於「本土派」，他們

理應派人參選補選，但現在卻面臨蛇無頭

的困境。港島羅冠聰一席，因他及黃之鋒
入獄而不能出戰，所謂由羅冠聰女友「代
夫參選」，只是某些人的一廂情願，難道
靠「羅冠聰女友」之名，就可以得到以十
萬計選民的支持嗎？在九西，劉小麗雖然
已表態參選，但由於她有上訴官司在身，
很大機會不能再選；新東情況也一樣，
「本土派」及長毛都因為不同原因未能參
選。這樣便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空位，「本
土派」有參選之權，卻沒有參選之人，於
是區諾軒就走出來。
區諾軒雖然是民主黨資深黨員，但立場傾

向激進及「本土派」，曾以民主黨黨員身份
加入激進團體「左翼21」成員。而他不少行
為也惹起爭議，例如當年反對派借香港電視
網絡不獲政府發牌為由發動大遊行，身為搞
手之一的區諾軒被揭發在未獲同意下，私自
用香港電視網絡員工的名義籌款。及後，區
諾軒更不斷靠向激進派，在重要立場如政改
等公然與民主黨唱反調，早前他成為「民
陣」召集人，更主動在「本土派」建立人脈
及關係，早已暴露其政治野心。但由於在民
主黨內大樹好遮蔭，所以儘管在立場上與民
主黨愈來愈遠，但區諾軒仍然留黨，盡顯其
投機本色。
但他也知道，在大佬文化下，要在民主黨

上位極難，就如在港島立法會選舉，已經有
黨副主席羅健熙在「排隊」，他要排頭位參
選恐怕是遙遙無期。但相反，現在「本土

派」有位無人，所以他突然要退黨，並表示
要團結相同政治理念人士，目的就是借退黨
投向「本土派」，並成為「本土派」新大
佬。在羅冠聰、黃之鋒等人入獄之下，自然
以他的知名度最高。這樣，由他代替羅冠聰
出選港島，便變得順理成章，而只要得到
「香港眾志」背書，反對派便要全力支持。
這樣，區諾軒就可以輕輕鬆鬆地借補選上位
成為立法會議員。
但問題是，黃之鋒同樣是發夢都想做議

員，現在將位讓給區諾軒，劉備借荊州，還
有回頭嗎？但不借，靠「眾志」的烏合之眾
又能否取回議席呢？總之，在議席面前，確
實是費煞思量。羅冠聰和黃之鋒現在一定後
悔，當日的一時無知，弄出如此田地，更引
起一班投機政棍，白白為他人作嫁衣裳，想
想也真令人不忿。

區諾軒退黨投靠「本土派」只為補選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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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抹黑張曉明 顛倒是非推卸亂港罪責

《蘋果日報》的社評稱，「張曉明是
個不折不扣的黨官，是『顆』沒有個人
意志、看法的中共螺絲釘，是個對高層
旨意『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的
黨工，他務求落實最高層的意旨」云
云。《蘋果日報》邏輯混亂、觀點荒
謬。中聯辦主任執行中央政策是責任所
在，符合中央的要求，符合香港的利
益，不執行才奇怪。

張曉明全面準確執行中央對港政策
過去5年，張曉明不折不扣執行中央

政策，成績有目共睹。香港社會各界
均高度肯定張曉明任職中聯辦期間表

現非常出色，讚揚他認真履行中央賦
予的職責，在香港面對各種政治爭拗
和社會撕裂等關鍵時刻，特別是「港
獨」思潮氾濫時，張曉明堅守「一國
兩制」底線，協助特區政府妥善應對
問題，確保了中央落實在港的全面管
治權。張曉明任內，中聯辦在維護港
人福祉，在「一國兩制」事業中所發
揮的重大作用，得到香港各界的認
同、尊重和支持。

張曉明上任後打開溝通大門
《蘋果日報》罔顧事實，聲稱張曉明

自2012年出任中聯辦主任以來，一手

關掉跟不同意見政團、人士的溝通大
門。事實是，張曉明自2012年出任中
聯辦主任以來，一直與香港社會各階層
廣泛聯繫，同時注重與香港各政黨、社
團和組織交流，聆聽各界的聲音。張曉
明上任後打開跟不同意見政團、人士的
溝通大門。
2013年7月16日，張曉明出席了立
法會午宴，他在致辭時表示，聯繫香港
各界和促進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是中
聯辦的職責所在，中聯辦願意與香港各
界人士包括立法會議員真誠溝通。張曉
明講情理、講道理、講法理，既堅持原
則而又包容隨和，充分表達了中聯辦希

望在香港各界多交朋友，廣交朋友，深
交朋友，交知心朋友的真誠願望。
張曉明任內，曾先後在上海、香港和

深圳，合共3次安排不同黨派的立法會
議員與中央官員溝通會面。《蘋果日
報》誣指張曉明「一手關掉跟不同意見
政團、人士的溝通大門」，完全是睜眼
說瞎話。

對「港獨」零容忍激濁揚清
《蘋果日報》又誣指，張曉明最大的

「功績」就是分化撕裂社會，這更是混
淆視聽、顛倒是非。張曉明強調，在大
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
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對「港
獨」養癰為患。
張曉明多次義正詞嚴重申中央的原則

立場：「港獨」言行嚴重衝擊了「一國
兩制」的原則底線，嚴重違反香港基本
法和香港本地有關法律，嚴重危害國家
安全，對於「港獨」的態度必須是零容
忍。
張曉明對「港獨」零容忍的態度，對

推動香港各界譴責和遏制「港獨」言
行，發揮了激濁揚清、弘揚正氣的作
用。

《蘋果日報》倒打一耙推卸責任
《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是反對派

的大金主，他編織龐大的黑金網絡，
讓反對派議員為壹傳媒出頭，並以黑
金和旗下媒體全面操控「佔中」。儘
管最終「佔中」以慘敗告終，但對香
港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卻是深遠的。對
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所造成的破壞或
許只是其次，「佔中」以血淋淋的方
式撕裂社會，以極端手法去煽動青年
搞暴力對抗，才是對香港的最惡劣影
響。香港社會之所以撕裂，正是有
《蘋果日報》這樣的反對派喉舌及勢
力唯恐天下不亂。黎智英反中亂港、
作奸犯科，劣行罄竹難書。
《蘋果日報》和反對派5年來衝擊法

治，鼓動「佔中」、「港獨」，撕裂香
港，卻企圖把責任推到張曉明身上，暴
露其倒打一耙的伎倆。

《蘋果日報》昨日的社評又胡言亂語，惡意攻擊新履職的港澳辦主任張曉明，

大肆抹黑張曉明擔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的工作表現。中聯辦主任執行中央政策是責

任所在，符合香港的利益，如此才能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有效維護香港繁榮穩定。《蘋果

日報》又妄稱張曉明分化撕裂社會，一手關掉溝通大門，這更是顛倒是非。「佔中」、「港獨」等

激進暴力言行，才是撕裂香港，破壞香港和中央的關係，對觸及中央底線的言行，當然要零容忍，

要全力打擊。《蘋果日報》顛倒是非，又豈能推卸反對派、肥佬黎反中亂港的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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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理大嚴打「獨標語」
見一張撕一張

理大則重申，大學不贊同「港
獨」，故會拆除所有在校內煽

「獨」的宣傳品，並強調此舉是保護
學生，以免他們可能觸犯法例。

為保護學生免違法
理大發言人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
時表示，理大學務長莫志明與傳訊
及公共事務總監吳麗娟，昨早代表
校方與7名理大同學會面，就「港
獨」標語及民主牆的使用交流意

見。發言人重申，香港基本法清楚
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大學不贊
同「港獨」，因此會拆除所有在校
內鼓吹「港獨」的橫額及宣傳品，
並希望、亦相信絕大部分學生會明
白，移除有關橫額是希望保護學
生，以免他們可能觸犯法例。
發言人又表示，校方代表已於會上

向同學解釋，言論自由不能沒有限
制，行使言論自由亦需遵守法律，同

學張貼的標語或橫額不能帶有冒犯、
侮辱或鼓勵他人犯法的內容。
發言人指，校方鼓勵師生尊重和遵

守香港基本法，亦希望教職員和學生
均能以和平與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

並必須考慮其言行可能引致的影響，
對後果負責。
昨日理大民主牆部分單張被寫上

「香港獨立」字句，但「獨」字均被
塗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上周獲委任的運輸
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政治助理
吳璟儁，昨日雙雙履新。蘇偉文表示，希望利用作為
學者的知識，及曾擔任房委會委員10年的經驗，在
房屋方面為香港做事，強調特區政府有決心解決房屋
問題，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會有「港人首置上車盤」
等具體建議。
蘇偉文昨日下午會見傳媒時表示，上任半日已感到

有不少挑戰，希望盡快進入狀態：「今早我8時半上
班，桌上已經堆滿文件，要很快消化文件內容，其實
挑戰都不少。」
他說自己作為學者，也曾在房委會工作了10年時

間，不同委員會都有涉獵，希望利用自己的知識及經
驗，可以為香港做一些事，尤其是房屋方面。
預告施政報告有新房策
他續指，運房局的工作是關於「住」及「行」，已

經佔了經常講的「衣、食、住、行」中兩個範疇，有
很多挑戰，但會與運房局局長陳帆協調分工，更讚賞
對方有能力又有心，令部門有朝氣，相信能夠好好合
作，有信心運房局在對方領導下完成工作目標，為香
港做出成果。
蘇偉文強調，今屆特區政府有決心解決房屋問題，

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會有建議提出，呼籲大家耐心等
候。
對於有消息稱「港人首置上車盤」的入息上下限及

定價會高於居屋，蘇偉文指施政報告會提出具體建
議，局方之後會詳細審視及制定政策，目前不適宜發
表個人意見，又指不同收入階層有不同的住屋需要，
相信不會太快有定論。
日前深水埗發生致命交通意外，有指涉事的巴士司

機曾連續數天工作13小時。
蘇偉文表示，署理特首張建宗已表明會檢視有關問

題，而運輸署有機制處理車長每日行車時間，至於有
指巴士公司人手不足，當局將按實際情況制定對策。
吳璟儁盼做好傳媒聯繫
之前任職傳媒的吳璟儁同樣在昨日履新。他接受電

台訪問時表示，自己11年來首次轉工，難免有點緊
張，希望可以利用以往從事記者的身份及經驗，幫助
局長聶德權與各黨派及傳媒做好聯繫工作。
另外，同樣於上周獲委任的勞工及福利局政治助理

馮興禮，會於下月9日履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
頌恆，去年被法庭裁定喪失立
法會議員資格，早前更被終審
法院拒絕上訴申請，終極敗
訴。由於案件已經完成法律程
序，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早
前決定，全數追回兩人的議員
酬金及預支的辦事處營運開
支，合共約186萬元，並要求
兩人須於本月12日前交還。但
限期已屆滿，立法會仍未收到
一分一毫。據了解，行管會決
定委託律師處理，並計劃入稟

法院追討欠款。若兩人無法還
款，將面臨破產命運。
早前游蕙禎及梁頌恆去信立

法會秘書處，聲稱拒絕退還全
部已獲發的議員薪津。兩人聲
言，特區政府曾刊憲宣佈他們
成為立法會議員，到去年10月
12日，其議員資格才告喪失，
因此，他們由去年10月1日至
11日的薪酬，不應包括在追收
款項之內。
此外，兩人還要求歸還已購

買的物資及提供有關單據，以
充抵部分追收款項等。

行管會擬入稟追「雙邪」回水

蘇
偉
文
吳
璟
儁
履
新

盼
展
己
長
為
港
做
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前大學校園
出現「港獨」標語，學生會更以「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作擋箭牌，被社會各界強烈譴責。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昨日收集市民簽名，
向特區政府反映民間反「港獨」的訴求。關注組
促請特區政府嚴正處理鼓吹「港獨」、從事煽動
分裂國土活動、違反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者，
並強調言論自由有底線。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昨日在葵芳港

鐵站外收集市民簽名，其間高喊「搞『港獨』，
為禍港；假民主，害香港」等口號，又舉起「『港
獨』違憲違法」、「學府屢屢出醜」以及「戴妖罪魁
禍首」等橫額，支持特區政府嚴正處理「港
獨」，其間簽名人流絡繹不絕。
關注組召集人黃引祥批評，「港獨」主張既違

法又違憲，現在一小部分「港獨」分子「明知不
可為而為之」，其目的只為挑起社會紛爭，為中
央管治香港添煩添亂，又指責反對派自香港回歸

以來不擇手段，大肆破壞中央與香港關係，包括
包庇「港獨」。
他舉例指，「香港眾志」黃之鋒、羅冠聰等人

明目張膽，為「港獨」、「台獨」合流而奔走於
兩岸，慨嘆本港民間人士義憤填膺地聲討，卻得
不到社會廣泛支持。
他認為，若社會仍然這樣「通情達理」地對待

「港獨」分子，無疑是增加他們的「政治本
錢」，向他們「拋媚眼」，而現時大學出現「港
獨」標語和言論，正是被這股社會歪風縱容出來
的。
黃引祥強調，「港獨」是徹徹底底的「偽命
題」，在香港沒有任何市場和討論空間，而言論
自由是有底線的，禁止討論「港獨」就是言論自
由的底線。
他重申，「港獨」只會令社會繼續分崩離析，

繼續漫無止境地虛耗，因此絕不是普羅港人的選
擇，每個人都應站出來反對。

「關注組」蒐簽名 促懲煽「獨」分子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昨收集市民簽名，支
持特區政府嚴打「港獨」。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理大民主牆上部分寫有「香港獨立」的單張，其「獨」字均被塗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子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