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若驊承諾速改正
林鄭：不涉誠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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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政治化僭建風波 嚴人寬己雙重標準

2004年末至2005年中，涂謹申被揭發
利用政府提供的議員資助，租用民主黨
和自己持有的「匯標公司」旗下的物
業，作為自己的議員辦事處，事件涉及
利益衝突。民主黨和涂謹申被公眾質疑
誠信和操守，涂謹申被要求辭去議員職
位，涂謹申卻辯稱這是「一時疏忽，無
心之失」。

反對派僭建毫無悔意不作跟進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及涂謹申，

2013年接受國泰款待，偕同太太到法
國，被公眾質疑有利益衝突。事件曝光
後，何俊仁及涂謹申不得不向公眾致
歉，並捐出5萬元作為家人參與行程的
開支。民主黨竟然護短，決定不追究何
俊仁和涂謹申。
反對派一直以狙擊問責官員的僭建攻

擊政府，但反對派於2011年先後被揭發
涉及霸官地、霸天台、僭建簷篷等嚴重
違規行為，且多數人毫無悔意，不作跟
進，更聲言有關建築並非僭建。其中，

陳偉業非法霸佔屋前二千呎官地13年做
「私家花園」，毛孟靜將車位僭建成住
宅，梁耀忠將天台單位非法搭建巨型簷
篷，李卓人辦事處天台加建鐵皮屋，李
永達辦事處違規安裝燈箱、射燈和支
架，張文光違規圍封露台僭建，馮檢基
違規圍封露台僭建，張國柱違規圍封露
台僭建。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中，被揭發的僭建

違規問題以民主黨最嚴重。其中，2011
年5月，涂謹申被揭發，他與該黨區議

員林浩揚位於大角咀櫻桃街地下的辦事
處有僭建簷篷，並掛上印有林浩揚及涂
謹申名字的巨型招牌橫額。涂謹申當日
回應記者查詢時卻詐傻扮懵，揚言「完
全唔明白招牌為何會被懷疑僭建？」但
屋宇署書面回覆踢爆，涂謹申辦事處舖
面加建的裝飾及招牌屬於僭建物，署方
已根據一貫程序先向有關業主發信，勸
喻其自行安排清拆僭建物，惟涂謹申無
視署方勸喻拒拆簷篷，繼續堅持嚴人寬
己，任由自己辦事處的僭建物存在，卻
又繼續批評他人僭建，涂謹申寬己嚴人
真相暴露無遺，凸顯他的操守和誠信大
有問題。

上綱上線 人格謀殺
鄭若驊屬於「繼承上手業主的僭

建」，而反對派被揭發的僭建則屬於
「主動僭建」。如果是故意「主動僭

建」，性質無疑嚴重，若是「繼承上手
業主的僭建」雖有問題，但性質與前者
絕不能混同。
公道自在人心。特首林鄭月娥9日出

席行政會議前回應事件，指不存在鄭若
驊隱瞞或明知而不告訴特首的情況，希
望大眾給予她時間和空間處理。大律師
公會前主席譚允芝呼籲社會給予鄭若驊
多點時間，讓她向公眾解釋和釐清事
實，不要對她窮追猛打。全國人大常委
范徐麗泰則表示，今次只屬無心之失，
認為鄭若驊不需要為此辭職，相信她日
後會提高政治敏感度。
市民應警惕的是，反對派正在對鄭若

驊無限上綱上線意圖進行「人格謀
殺」。但反對派的政治人物本身亦有包
括僭建在內的多不勝舉的問題，他們對
鄭若驊無限上綱上線的攻擊，根本就是
「雙重標準」。

黎子珍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住宅涉及僭建，政府有關部門已展開調查，鄭若驊本人除了公開致歉外，亦毫無

保留地配合有關部門的工作。鄭若驊有錯即改，最大程度回應了有關質疑。然而，反對派無限上綱上

線，連續多天「追殺」鄭若驊，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昨日仍指稱鄭若驊未回應公眾，質疑未夠坦誠交

代。其實涂謹申及反對派中人僭建違規罄竹難書，更死不改過，其身不正，誠信有虧，「有口話人無

口話己」，暴露反對派嚴人寬己，雙重標準，才是真正的無政治誠信、賊喊捉賊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在前日的2018年法律年度
開啟典禮上，法律界權威人物
都對法治表述了看法，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見記者時強
調，香港是法治社會，而法治
需依賴獨立的司法機關，任何
攻擊司法制度、司法機關，去
干涉它的獨立司法權，出言侮
辱，甚至恐嚇法官的行為均不
可接受，社會亦不會容忍，特
區政府會依法處理這些行為。
林鄭月娥表示，自己前日應

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的邀請出席了典禮，「以我了
解這可能是回歸以來第一次有
行政長官出席法律年度開啟典
禮，希望這是彰顯我和本屆政
府對於司法制度、司法機關的
重視。」
她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

「我和我的團隊會堅定不移捍
衛司法獨立，維護如此重要的
法治精神。」法院會根據法律
理據，不偏不倚地行使它們獨
立的司法權，所以任何攻擊司
法制度、司法機關，干涉其獨
立司法權，出言侮辱，甚至恐
嚇法官的行為是不可接受的，
而整個社會也不會容忍，政府

會依法來處理這些行為。
林鄭月娥補充，香港在維護

「一國兩制」下自身的一套法
制，包括其普通法的法制時，
亦要尊重「一國」之下的憲制
框架及憲制秩序。

設監察機構違基本法
就近日有團體認為不要委任

外籍法官，或要成立監察機構
來監察法院的行為，林鄭月娥
認為這些全都不可取，是衝動
和非理性的建議，違反了基本
法中保障司法制度的條文。
提出成立監察機制的亞太

法律協會會長鄺家賢對林鄭
月娥的回應表示失望，認為
基本法的確保障了香港的司
法獨立審判權，不等於司法
人員身為公職人員可以不受
公眾監督。
她續指，在普通法領域中，

包括美國、英國、澳洲、新西
蘭等國，均設有獨立監察司法
機制，監察法官行為，確保法
官行為合憲、合法，沒有徇私
枉法。他們期望林鄭月娥順應
民意，推動設立「獨立監察司
法委員會」，增強公眾對司法
公正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到
訪廉政公署總部時讚揚廉署一
直努力不懈，令香港成為國際
公認的廉潔都會。「社會發展
會帶來新的挑戰，我有信心廉
署會與時並進，同時時刻保持
警覺，不偏不倚，維護香港的
廉潔價值。」
林鄭月娥在廉政專員白韞六

和署理執行處首長丘樹春陪同
下首先參觀執行處轄下多項設
施，包括24小時運作、負責收
集市民查詢和投訴的舉報中
心，及錄影會面室，聽取廉署
人員講解處理投訴的程序、主
動調查貪污的工作，以及電腦
資料鑑證小組向調查團隊提供
的專業支援。
她隨後參觀社區關係處和防

止貪污處，了解廉署人員如何

透過不同途徑進行防貪工作及
宣揚反貪信息。她欣悉廉署除
本地工作外，並配合國家「一
帶一路」建設，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分享香港
反貪工作的豐富經驗，提高該
等國家及地區的廉潔水平。
林鄭月娥亦分別與廉署調查

人員、新入職人員和職方代表
會面，了解他們的工作和聆聽
他們的訴求。她表示：「廉潔
對香港的繁榮穩定非常重要。
我感謝廉署的同事一直努力不
懈，表現高度專業和團隊精
神，結合執法、防貪和社區教
育，全力打擊貪污，讓香港成
為國際公認的廉潔都會。社會
發展會帶來新的挑戰，我有信
心廉署會與時並進，同時時刻
保持警覺，不偏不倚，維護香
港的廉潔價值。」

林鄭訪廉署
讚維護港廉潔林鄭月娥昨晨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指，鄭

若驊上任前已通過品格審查，而在公佈任命
之後，她方被知會可能家中有違規建築物，「我和
她可能都是同時間知道有這件事。」傳媒報道事件
的當日，鄭若驊亦已在同日第一時間向自己報告，
故完全不存在她有隱瞞或知情不報。

犧牲私人執業入「熱廚房」
她強調，鄭若驊仍是她心目中一位擔任律政司司

長的非常理想人選，並透露自己組班的過程非常困
難，特別是律政司司長一職。她又認同，鄭若驊放
棄自己非常成功的私人執業，進入「熱廚房」擔任
律政司司長，是一個作出犧牲的決定。
就有人質疑鄭若驊為何不在上任前檢視和處理僭
建問題，林鄭月娥澄清，鄭若驊由接受其邀請到提
名給中央的時間非常短，「遠遠不是所說的半年時
間，所以在這麼短時間，要處理進入去一個這麼重
要的位置及處理自己的私人律師事務、家庭等各個
方面，真的為她帶來很大壓力。」
林鄭月娥強調，所有事都會按着香港法律做，一

視同仁，其班子裡有涉及懷疑僭建或證實有僭建需
要進行改正的工作，會先由屋宇署釐清事實，若有
需要作進一步調查，亦由署方跟進。鄭若驊亦會配
合署方的調查工作，並承諾釐清事件後，會馬上交
代及盡快改正。
屋宇署昨晨派人到鄭若驊及潘樂陶在屯門大欖海
詩別墅的獨立屋視察，發現鄭若驊的4號屋共有4
處僭建，分別是天台屋、地下約一層樓高的外牆擴
建物、車房對開「L」形玻璃簷篷，還有一個50平
方米的地庫。至於潘樂陶的3號屋就有5處僭建，
包括天台屋、高兩層的外牆擴建物、車房對開的玻
璃簷篷、花園水池及地庫。
屋宇署表示，過去沒有接過有關改動的申請，而

過去10年亦沒收到舉報。直至兩星期前收到傳媒
查詢，指上址懷疑有僭建物後，按既定程序跟進。

屋宇署：執法一視同仁
屋宇署高級屋宇測量師梁志添表示：「針對僭建

物執法政策，去處理有關舉報以及調查，我們不會
就個別身份去辦事。我們一直都依法辦事，一視同
仁，不偏不倚地履行我們職責。我們執法工作不會
因為有沒有業主在此而影響。如果有需要，我們會
要求業主修正。」
潘樂陶昨日發聲明指，他於2012年10月以現狀
購入海詩別墅3號屋，當時並未就有無僭建物徵詢
專業人士意見，「我當時工作節奏特別緊張，回想
起來是我安排未夠周全。」

潘樂陶：全力配合修正
聲明指，他上周五收到屋宇署通知後，馬上聘請

認可人士為該物業進行全面徹底的檢驗，屋宇署亦
已於昨日入屋進行詳細調查，「我再次強調必定全
力配合，並會盡快適當還原及進行所有修正。」
潘樂陶最後表示，身為專業工程師及一直有心貢

獻社會的人，在此事件上明白自己的表現與各界期
望有落差，對此感到遺憾與抱歉，並承諾今後會吸
取教訓，加倍努力，做到最好。
鄭若驊晚上亦發聲明，重申自己上周五接獲屋宇

署的通知後，已即時委託專業的認可人士，認可人
士亦於同日開始在其物業進行視察，並盡快與屋宇
署聯絡，配合他們的工作。
聲明續指，屋宇署已派員進入相關物業進行調

查，她會如早前承諾，繼續全力配合屋宇署的調
查，及盡快改正。至於相鄰物業，由於擁有人涉及
她的配偶，如涉及該物業的個案須交由律政司處理
或提供法律意見，她將不會參與，避免利益衝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屋宇署昨日證實，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與其丈

夫、工程師學會前會長潘樂陶，位於屯門海詩別墅的兩間獨立屋合共有9處僭建。鄭

若驊及潘樂陶分別發表聲明表示，將繼續全力配合屋宇署的調查，並會盡快改正。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鄭若驊在得悉事件後已即時向自己及公眾交代，並承諾釐清事

件後會盡快改正，不存在誠信問題，冀大眾給予她時間及空間處理。林鄭重申對方仍

是她心目中擔任律政司司長的非常理想人選。

特首：攻擊司法必依法處理

■林鄭月娥昨到訪廉政公署總部，了解廉署人員如何透過不同途
徑進行防貪工作及宣揚反貪信息。

「熱狗」銀根短缺，狗達
（黃洋達）同殘獸胃（陳秀

慧）兩公婆少咗「旅
行救港」，「體育救
港」（之後「進化」
為「體育救世」）亦
都因此摺埋唔做，最
近佢哋啲老友仲爆出
「毫子救港」呢鋪傑
作，勇武到大鬧餐
廳。《熱血時報》幫
佢出過書、原名叫譚
家博嘅「安德烈」，
自爆幾年前因為餐廳
侍應找少幾毫子畀
佢，佢就拍枱鬧人兼
掃嘢落地，最後仲成
功爭取到 50蚊現金
券，以為自己好有型
咁話。最後點？咪俾

各門各路嘅網民𡁻到開花囉，而「熱狗」都立即割
佢席，但當事人仲話：「拍枱×侍應都唔敢仲講咩
抗爭？」

「蒸魚安」自爆大鬧收銀
話說狗達同殘獸胃前幾晚喺《熱時》開咪，講

到香港服務業今時今日咁嘅態度唔掂，同時被人揶
揄做「蒸魚安」嘅譚家博，之後就喺節目個face-
book群組度留言，話自己2013年喺一間意大利餐
廳食飯，埋單嗰陣餐廳因為「四捨五入」找少咗幾
毫子畀佢，於是佢先發炮鬧找錢個女侍應，再掃冧
收銀盤、張單同啲散紙，嚇到個女仔搵經理拆掂
佢，最後經理畀返幾毫子佢，仲送咗張50蚊現金
券：「我最×憎人做生意幾毫子都要貪呃×個
客。」
單嘢咁爆，好快就由群組呢啲塘仔傳到出公

海，幼稚、無品、小氣、搲着數呢啲批評衝住「蒸
魚安」而嚟，而佢嘅應對手法就係見一個block
（封鎖）一個，不過群情洶湧，佢又點block得晒
吖？

仇思達嘲「熱狗」無好嘢
「蒸魚安」有《熱時》幫佢出過書，又不時上
《熱時》啲節目做嘉賓，選舉嗰陣更加幫過「熱狗」
助選，咁大個位，「無敵神駒」仇思達仲唔入得就入
咩：「『熱血公民』就是人間垃圾，見親報都無好
嘢，唔係走出馬路阻塞巴士，就係為幾毫子欺負侍
應。如此橫蠻無理，病虫（蟲）太（鄭松泰）都無動
於衷，繼續藏污納垢，『熱狗』真是折墮！」
另一方面，《熱時》好多主持都block咗「蒸魚

安」，費事上身，成班網軍亦都發散晒話「蒸魚
安」唔係「熱狗」，殘獸胃更加攞住有網友話呢單
嘢要「老屈『熱狗』」嘅截圖當擋箭牌等。
「蒸魚安」之後喺佢個「哲學大師安德烈」嘅
專頁度「負隅頑抗」，先嚟一句「拍枱×侍應都唔
敢仲講咩抗爭」，仲話香港人軟弱、無抗爭意識，
唔識爭取返應有嘅嘢，有人幫手抗爭就鬧人暴力。
不過，佢喺結尾度就忽然「認罪」，話當日自己應
該只係攞找少畀佢嗰幾毫子，唔應該攞埋張現金券
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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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友」為幾毫蝦侍應「熱狗」怕上身速割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爆出了僭建風
波，前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
境界立法會議員謝偉銓指，是次事
件反映鄭若驊政治敏感度不足，認
為她應該盡快開誠佈公，清楚交
代，並希望屋宇署能夠以不偏不
倚、公正持平的態度，盡快完成調
查。
謝偉銓昨日在facebook上載短片

回應新官上任的僭建風波。他表
示，不少個別的高官及政商界人士
在過去幾年，均被發現他們持有的
物業有僭建問題，引起公眾的關注
甚至不滿，故她上任前實在應該小
心查證，「特別是身為律政司司
長，又有工程師資格，否則給人有
個知法犯法的感覺，對日後執法的
工作造成影響。」
他續說，現時傳媒發現了她的住

宅有很多疑似僭建的地方，故認為
鄭若驊應該盡快開誠佈公、清楚交
代，「如果真有其事，便要盡快向
公眾承諾盡快清拆。」
同時，他希望屋宇署同事能秉承

一向不偏不倚、公正持平的態度，
依法處理有關個案，盡快完成調查
有關事件，釋除公眾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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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魚安」睇嚟有鋪易服
癮，有網友搵到佢張校裙相
扮「卡娃兒」。 fb圖片

■屋宇署人員昨到鄭若驊與其丈夫位於屯門
的獨立屋進行檢查。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