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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報》讓黃之鋒開專欄 政界批干預港事

網民指「佔領」後政治環境變差

「佔中三丑」拒認罪再呃青年
各界批反對派歪理抗拒中央管治權 促法律制裁

唐英年：應用合法渠道表達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

中」至今經已3年，律政司陸續檢控相關人
等，被反對派指稱是「秋後算賬」、「政治檢
控」。全國政協常委、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強
調，檢控有關人等只是依法辦事。
唐英年在接受港台電視節目《議事論事》時
強調，年輕人有熱情是可以理解的，但香港有
很多合法渠道表達熱情及意見，毋須用非法的
行為，而「佔中」是非法的行為。對有參與者
以至策動者陸續被律政司檢控，他認為特區政
府只是依法辦事。

倡林鄭「休養期」勿重啟政改
唐英年直指，政改「勞民傷財」，花費心思

及時間去推行，卻成為社會的「避雷針」，引起
爭議不斷，故建議林鄭月娥「休養生息」一屆任
期的時間，不要重啟政改，先修補好社會撕裂的
問題。有些人一旦沒有了政改，就沒有話題可以

發揮，或會找另外的事情來「出氣」。
唐英年又讚揚林鄭月娥的「開局」已十分

好，但「孤掌難鳴」，特別是修補社會撕裂不
能只依靠政府一方，亦不可把無法修補的責任
全落在政府身上，不論政府或市民對此均有責
任，又認為近年社會的撕裂，源於內地與香港
的文化差異，而差異正在拉近，雙方應互相學
習對方的優點。
他強調，香港回歸後這20年來，中央對香港
無微不至，但香港的發展並不是特別好，甚至
在科技發展方面追不上內地，是因為「香港蹉
跎很多歲月」。他期望社會勿忘初心，團結一
致，搞好經濟、社會、民生。
被問及「一地兩檢」的問題，他坦言「如果
用有色眼鏡看事情，便無一件事『啱睇』」，
又不解為何西部通道已沿用「一地兩檢」方式
多年，一直沒有人認為有問題，但高鐵採取
「一地兩檢」方式就「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領」發生

至今3年，「佔中三丑」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非

但拒絕認罪接受法律的制裁，更繼續荼毒年輕人。

「三丑」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否認「佔領」是撕裂

社會以至煽「獨」的元兇，反卸責政府「將心門關

上、不跟港人溝通」，更美化因暴力衝擊而被判入獄

的「雙學三丑」，還打着「反威權」的幌子，將矛頭

指向中央政府。各界人士批評，反對派借「佔」之

名，煽「獨」為實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試圖阻撓中

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更以各種「糖衣包裝」矇騙年

輕人當棋子。這些「幕後黑手」必須接受均等的法律

制裁，以免他們繼續播「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國
勢力不斷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其中「佔
領」行動屢被質疑為他們幕後操縱的港
版「顏色革命」。昨日，英國《衛報》
為在囚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開
專欄，黃之鋒在文中續以「政治犯」自
居，聲言國際社會不能視而不見，又要
求英國國會「對香港民主運動作出『公
允評價』」。
末代港督彭定康也聲稱，國際社會繼
續支持香港法治和民主發展極為重要，
要確保中國「履行承諾」。香港政界人
士質疑，英國等外國勢力一而再、再而
三干預香港事務，是圖謀一己私利，對
香港有害無益，強調中央政府及特區政
府有能力處理香港事務，不容干預。
《衛報》網站昨日為黃之鋒開闢名為
「Protests from prison」的專欄，而黃
之鋒的facebook專頁昨日也上載中英雙
語的原文。他在中文原文中聲稱，香港
從未出現過數以百計的「政治犯」，
「國際社會是否仍可視而不見，瞞騙自
己香港仍是一切如常？」不過，在《衛
報》刊登的版本，就將「國際社會」改
成「任何人」，並將反問句轉為直述句
（One cannot turn a blind eye and kid
oneself that Hong Kong is the same as

it has always been）。
黃之鋒在原文中又聲言，作為《中英

聯合聲明》的簽署國，「英國的國會亦
應透過辯論和舉行聽證會，對香港民主
運動作出『公允評價』。」《衛報》的
版本就將此句刪去。
他聲稱，即使自己暫時失去自由，但

永不會後悔參與「雨傘運動」，「即使
歷史重演我也會義無反顧參與『公民抗
命』，因為這是時代給予香港人的責
任。我們會繼續抗爭，直到香港民主結
出豐碩果實。」
有網媒則報道稱，英國保守黨人權

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Benedict Rog-
ers），在昨日「佔領」3周年到英國
國會外示威，而他又引述未能出席示
威的彭定康聲稱，「國際社會繼續支
持香港法治和民主發展極為重要，並
且應該要確保中國履行承諾。那些爭
取民主的人，應該繼續獲得他們的支
持。」彭定康又稱會於英國時間今日
與一些「香港學生領袖」在牛津大學
見面。

盧文端：圖圍堵中國其心可誅
對於英國政界及傳媒炒作「佔領」3

周年，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

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
端昨日強調，香港回歸已經20年，香
港內部事務毋須英國再指手畫腳，要求
英國各界停止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英
國政府也應停止透過發表「香港半年報
告書」干預香港事務。
他批評，外國勢力透過干預香港事

務，以製造「圍堵」、牽制中國的效
果，但他們不會得逞。
盧文端認為，黃之鋒是以實際行動觸

犯香港法律而被判監，並非什麼「政治
犯」，故外國勢力沒有理由支持他，黃

之鋒要求國際社會支持自己及其他所謂
「政治犯」也完全沒有道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強調，香港

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及
特區政府絕對有能力處理香港事務，與
任何外國的個人與機構無關，又質疑外
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是為本身私利着
想。
他又提到英國本身也面對着「脫

歐」、經濟不景、恐襲陰霾等不同問
題，故他們應集中解決國內問題，勿再
對其他地方的事務指指點點。

戴耀廷在電台訪問中稱，特區政府
的「打壓」愈來愈多，但很多港

人在面對「威權打壓」都沒有放棄，大
家爭取公義的心反比以往「更強」。被
問及部分年輕人參與違法行動而被判入
獄，他更稱有關人等通過入獄可以「洗
煉」自己。陳健民更聲言他們日後定必
能為「民主運動」「增添新動力」和
「增加道德力量」云云。
陳健民更稱，他們早已料到香港體制
沒有改變，就會令年輕人走向「港獨」
的道路，而這和「佔中」無關，又稱他
們沒有鼓吹過「港獨」，「旺角暴動又
入『佔中』數，『港獨』又入。」
朱耀明就否認「佔領」撕裂社會，反

稱社會撕裂是因為沒有「公平」的制
度，而政府「將心門關上、不跟港人溝
通」，想要有和平「根本沒有可能」。

「佔禍」後遺症 越來越猖獗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

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佔中
三丑」發起違法「佔
領」，公然煽動支持
者踐踏法治，是鐵一般的事實。「佔
領」帶來的後遺症，包括「旺暴」以
至有人在校園散播「港獨」等行為，
無日無之，更越來越猖獗，近日矛頭
更直指中央對港的管治權，情況值得
關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認為，市民
在「佔領」期間深受其害，無論民生以
至經濟發展無一不受到影響。經過3年
的努力，香港社會才從「創傷」中恢復
過來，但一班「幕後黑手」仍未接受法
律制裁，更不斷挑起社會爭端。為維護
公義、平等的原則，這批「幕後黑手」
必須接受均等的法律制裁，向市民作一
個交代。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大

律師馬恩國批評，這些被外國勢力豢養
的所謂「學者」，目的是要搞亂香港，

作為外國勢力圍堵中國的平台。他希望
年輕人眼光應該放遠一些，對國際政治
格局要有認識，不要被外國勢力利用，
不要擔當推翻國家合法政權的棋子。

斥歪理「唔入獄唔型」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

琪直指，「佔中」非但撕裂社會，更刻
意破壞法治制度，打破了社會既有規
範、互相尊重等元素，更鼓吹個人意志
凌駕一切，令社會爭論不休。3年來，
大家已清楚認識到「佔」是「首步」，
煽「獨」才是「戲肉」。「三丑」美化
「雙學三丑」等人，等同誘騙年輕人犯
「獨」，與教唆人「唔犯事入獄唔型」
無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佔

中三丑」以所謂「公民覺醒」粉飾自己

的違法行為，對「佔領」所引發的惡
果，特別是所造成的社會撕裂完全不負
責任，更鼓吹「違法達義」荼毒年輕
人，非但對因他們誤導而入獄者沒有歉
疚，更「英雄化」因暴力衝擊而被判入
獄者，鼓動年輕人以激進、違法的方式
去挑戰、踐踏法治，將他們推向深淵，
更使公義蕩然無存。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坦言不明白
「三丑」為何仍能逍遙法外，繼續散播
歪理，荼毒年輕一代，並要求「三丑」
立即「埋單」，不要再拖拖拉拉，繼續
撕裂社會。
事實上，在經歷「佔領」後，不少港

人對政治開始「醒覺」，就是認清「三
丑」的偽民主、真「港獨」，及口中美
言抗爭，實為推一班年輕人上前線「送
死」的真面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
中三丑」中的戴耀廷不但煽「佔」，還
大搞所謂「雷動計劃」、「特首民投」
等，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昨日特別

舉「特首民投」為例，指過程中涉及不
公平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且資料傳送
的保安亦不足，公署將就此修訂與選舉
活動有關及涉及個人資料和數碼身份管

理的指引。
黃繼兒昨日在

第三十九屆「國
際資料保障及私
隱專員研討會」
開幕禮上致辭時
提到，香港以至
內地已廣泛使用
資訊及通訊科
技，大規模迅速
產生位置數據或
元數據。「個人
資料被大量收
集，若結合尖端

的數據挖掘和分析技術，可以揭露您內
心深處的秘密或私密的空間，而分析結
果很多時可能有所偏頗或令人尷尬，而
且你往往被蒙在鼓裡。」

將修訂與選舉活動有關指引
他並引用戴耀廷在特首選舉期間舉辦

的「特首民投」個案為例，指過程中涉
及不公平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公署將
修訂與選舉活動有關指引。
會後，被問及教育大學早前有閉路電
視截圖外洩一事時，黃繼兒表示，公署
對教育大學個案只作循規審查，涉及收
集資料後如何使用和傳送，公署有指引
和需要跟隨法律。在法例規定下，公署
只在個人資料當中作審查，教大已作補
救措施，已達一定效果，個案的調查已
完結，毋須再跟進和調查。

私隱署責「特首民投」不公平收用資料

■黃繼兒指公署將修訂與選舉活動有關指引。 私隱公署圖片

違法「佔中」導致社會撕裂，示
威的暴力程度越來越激烈，更催生

了「港獨」等邪說，「經濟通×晴報」昨日聯合舉辦網上
調查（見圖），問「佔領」至今已經3年，香港政治環境
是變好定變差。截至昨晚10時，在參與投票的313人中，
有82%認為環境變差，15%變好，3%稱無意見。
網民「六十後男士」直指：「一天佔中三醜（丑）未

入獄，香港政治環境肯定差下去。」 「民鼠怪」也
指，「班牛鬼蛇神黑處處陰謀論，樣樣妖魔化，妖言惑
眾，煽風點火，唯恐自己家園不亂。」

■《衛報》網站為黃之鋒開闢專欄。 網頁截圖

■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昨日先後接受電台訪問和出席再播「獨」集會。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欲借「佔領」3
周年大做文章，昨日在政府總部對出舉行集會，但在30
多個團體合辦催谷下，僅報稱有約1,000人參與。「佔
中三丑」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亦有到場，更聲稱已
有入獄的心理準備。雖然「三丑」卸責稱「港獨」與他
們無關，但作為「紀念」「佔領」的集會，現場竟出現
港英旗。
昨日的集會延續反對派一貫的矯情，除了播放3年前

的現場聲音外，也放出水蒸氣煙霧，模擬警方當時驅散
人群的場面，現場更少不了已屬「古物」的黃傘、黃絲
帶，以及支持入獄的所謂「政治犯」的籌款箱。
與其餘6人被控妨擾相關罪名的「佔中三丑」，都聲

稱已有入獄的心理準備，其中戴耀廷稱已準備好「沖凍
水涼」，又自言入獄後想在廚房工作，陳健民想做木
工，同案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則想做縫紉云云。

■反對派欲借「佔領」3周年大做文章，昨日在政府總
部對出舉行集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昨日的集會延續反對派一貫的矯情，放出水蒸氣煙
霧，模擬警方當時驅散人群的場面。 美聯社

卸責稱與「獨」無關
集會卻現港英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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