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子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住所的

僭建問題已在處理中，多名政界

人士都認為，既然鄭若驊已主動

跟進及處理事件，社會應給予她

空間去處理問題，然後盡快展開

律政司工作。有政界人士指出，

鄭若驊是叻人，肯捱義氣擔任律

政司司長是難得的事，大家不應

因僭件一事就質疑其能力和誠

信，反對派更不應藉此去做炒

作，動不動就叫人下台。

劉漢銓：不能因事件質疑其工作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表示，鄭若驊是資
深大律師，她肯捱義氣出來做律政司司
長，已屬非常難得，相信她是有能力做好
司長的工作。「鄭若驊是經過政府長時間
物色而找到的合適人選，相信她的能力肯
定備受認同，大家不能因為（僭建）事件
而質疑其工作能力和個人誠信，希望大家
以客觀、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她，並且讓
她盡快展開律政司工作，不要因此影響政
府運作。」

陳勇：她能做好律政司工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陳勇表示，香港正面對重大的法律議題的
推進，包括「一地兩檢」問題，因此律政司
司長這個職位非常重要，要靠鄭若驊帶領律
政司推動香港法律更為完善，「我們對其法
律專業能力有信心，她是叻人，有領導才
能，相信她能夠做好律政司的工作。」

張國鈞：違規與犯法兩回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表示，事件現

時已證實鄭若驊的住所有僭建，而她本人
亦承認問題，並立即找了專業人士去處
理，早前已將修正方案交給屋宇署，待屋
宇署批准就可着手去做。他指出，鄭若驊
在事件中確有違規，但違規與犯法是兩回

事，在《建築物條例》中，有違規的建築
物，屋宇署會出信叫有關人士拆除，若有
關人士不理會就會「釘契」，之後再出命
令要求拆除，其後才是檢控，故他認為，
大家可以給空間予鄭若驊處理，「社會上
有疑問希望她再解答的，她可以再向公眾
講清楚，但貿然叫人下台對香港是否好事
呢？」

周浩鼎籲反對派勿政治炒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指出，鄭若驊

在事件中的確警覺性和敏感度不足，可以
做得更好，而她也應該盡快處理情況。既
然屋宇署已在跟進有關事件，他亦希望事
件盡快得到處理，不要影響鄭若驊在律政
司的工作。他又說，暫時看不到事件有所
謂的誠信問題，希望反對派亦不要再藉此

去做政治炒作。

王國興：非蓄意應到此為止
工聯會前立法會議員、「廿三萬監察」

發言人王國興表示，鄭若驊已兩度公開交代
事件，向公眾致歉，並已聘請專業人士配合
屋宇署調查，再處理有關部分，認為事件應
到此為止，「她在這件事上並非蓄意，雖然
在出任司長前未有處理的確不對，但她上任
後已立即配合屋宇署，並無不跟從屋字署的
要求，根本不構成違法。」
他批評反對派在事件中糾纏、無限上

綱，無非是想「清君側」，將特首林鄭月
娥的「左右手」剷除，也是想逼鄭若驊下
台，從而控制香港司法，又指他們當中有
人也其身不正，如「香港本土」立法會議
員毛孟靜的居所也涉嫌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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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若驊肯捱義氣難得
政界：炒作僭建逐叻人

新任律
政司司長
鄭若驊寓

所被發現有僭建之後，已經第一
時間向特首交代，向公眾致歉，
表明會妥善處理，但反對派仍窮
追猛打，別有用心。鄭若驊本人
承認警覺性及政治敏感度不足，
但瑕不掩瑜，鄭的專業的法律知
識和豐富的國際仲裁經驗，可以
為香港及國家作出貢獻，是難得
的人才。反對派將僭建事件上綱
上線、泛政治化，向鄭若驊施下
馬威，打擊政府管治威信，撈取
更多政治利益。

鄭若驊僭建事件曝光之後，她
的處事手法展現高透明度，馬上
向特首及公眾交代道歉，連日搭
棚將建築物還原，沒有絲毫刻意
隱藏或躲躲閃閃。律政司司長是
專業性要求極高的職位，願意進
入「熱廚房」的賢能之士不多，
鄭若驊能夠挺身而出，本身已經
展現其對香港的承擔，值得尊
重。香港市民應以包容心態，給
予鄭若驊時間和空間彌補過失，
服務市民。

反對派不斷追打鄭若驊，有一
石二鳥的計算。抹黑政府、打擊
新上任的問責官員，是反對派的
慣用伎倆，藉此作為「政績」，
佔據道德高地。反對派炒作鄭若
驊的僭建問題，作為自己的「擋
箭牌」，逃避法律責任。反對派

中不少人在「佔中」、旺暴等違法事件中
官司在身，反對派企圖「打低」鄭若驊，
令其日後處理有關檢控時放軟手腳。

香港好不容易迎來新局面，主流民意希
望社會包容、團結，遠離政爭，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鄭若驊出任律政司
司長，有一大堆問題例如「一地兩檢」、
國歌法等重大事項需要處理，若被糾纏於
僭建問題，不能迅速有效開展工作，對香
港有害無益。社會各界必須力挺鄭若驊，
讓她以謙卑的心態和無懼的精神，不偏不
倚地做好律政司的工作。 ■林暉

�&�2

鄭
對
港
有
承
擔

社
會
各
界
應
力
挺

鴿黨「初選雙失」鬼打鬼有排睇
反對派自導自演嘅
所謂「初選」噚日宣
佈結果，最終新界東

由「新民主同盟」嘅咖喱飯（范國威）
「勝出」，九龍西則係之前被DQ嘅姚松
炎，意味傳統反對派將由呢兩個人代表出
選相應嘅地區補選。話就話「初選」係想
團結反對派嘅力量，但事實上好多聲音都
係你唔妥我、我唔妥佢，例如有人就想睇
「雙失」嘅民主黨，喺袁海文輸畀蟲炎、
死敵咖喱飯又勝出下，點樣含淚助選；有
人就話咖喱飯贏到，證明尸位素餐嘅傳統
反對派冇辦法再把持大局；亦有人喺蟲炎
未被DQ，已經率先擔心排第二嘅老馮（馮
檢基）萬一真係「Plan B」上位，咁應該點
算。到底立法會補選嘅時候反對派仲會唔
會鬼打鬼，你話呢？
政治呢家嘢真係好絕情㗎，理得你喺地區

服務幾多年，老馮最終得嗰23.52分，遠遠
落後於空降西九、但得到各反對派加持、攞
到 64.22 分嘅蟲炎，咁就成為咗「Plan
B」，原本諗住打埋立法會選舉最後一仗，
咁就變成最後一程。至於民主黨嘅袁海文就
得12.25分，真係輸咗九條街。
新東向來都係激進派嘅地盤，今次就各路
人馬加持都冇用，工黨郭永健都係得嗰
23.51分，慘狀同老馮差唔多，而民主黨死
敵咖喱飯就有57.11分，意味民主黨今鋪真
係要含淚助選啦。而學聯前常委張秀賢其實
同郭永健差唔多，但因為團體票冇乜，所以
以19.37分排包尾。

劉細良恥笑傳統反對派「離地」
被稱為「舔范堂堂主」嘅時評人劉細良，
佢嘅facebook專頁「城寨」就出文笑傳統反
對派，話佢哋脫離民意，「新東力捧郭永

健，不惜用負面宣傳攻擊范國威，在總計分
中佔10%的組織投票中投給郭，違背新東選
民意願，究竟是漠視民意，還是私怨當道。
至於姚松炎，本身是DQ受害者，問政能力
有目共睹，民主黨民協還要死出嚟爭，結果
大敗而回。今次『初選』是民意力量的展
示！」

fb發文恭喜 鴿粉斥「鬧劇」
民主黨噚日亦死死地氣喺 fb出文，話

「恭喜晒姚教授同范先生」，幾咁見外
呢，佢哋話會「尊重『初選』機制」，全
力支持呢兩個人喎。不過有啲鴿黨支持者
就留言表示不滿，「Lam Clarence」就
問︰「又俾（畀）佢（姚松炎）選多
次？」「Homa Homa Cheung」直接話︰
「鬧劇一場。」
有啲人贏咗都想贏到盡，例如蟲炎方面，

就有好多支持者不滿老馮可以做「Plan
B」，驚蟲炎萬一入唔到閘，到時就要含淚
支持老馮。前鴿黨成員羅健熙睇到就嬲，喺
fb出文話︰「最後個結果係你贏，但若果因
為 Plan B 唔啱心水就蘊（醞）釀想推翻成
個機制，係極度不負責任、缺乏政治倫理、
沒有道德、輸打贏要、公然走數（下刪大量
平時用嚟鬧政府的字）既（嘅）事。強烈呼
籲教授（蟲炎）身邊的人唔好再出嚟放風、
試水溫，希望教授可以自己親自清清楚楚講
一次你係尊重呢個機制。」
不過，「Tin Fong Chak」就喺羅健熙篇

文度留言話︰「 教授好似係清清楚楚咁講
咗，佢唔會跟呢個機制。」仲引用埋之前蟲
炎話「Plan B」未得到反對派所有政黨同
意，要再作討論咁話。睇嚟呢場鬼打鬼真係
睇到投票嗰日都仲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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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的「初
選」昨日公佈結
果，企圖用其

「小圈子選舉」去要求反對派陣營的
支持者一致投票。「經濟通×晴報」
昨日就聯合舉辦網上民調，詢問網民
認為「民主動力」的「初選」有無足
夠代表性。截至昨晚約10時，共有

602人投票，當中八成人均認為「初
選」沒有代表性，不足兩成人認為有
代表性。
不少網民都留言批評反對派的「初

選」是假民主。「昨日的我」就表
示︰「近幾年『泛民』講得最多的口
號『我要真普選』，原來當自己要搞
選舉時，又要有團體票，又要搞民

調，一人一票的比重原來連一半佔比
都無，呢個就係他們追求的『真普
選』嗎？」亦有網民指出，搞是次
「初選」的「民主動力」，其創會召
集人鄭宇碩自己亦曾在學術上陷抄襲
風波，質疑他們的「初選」有何公信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民調顯示市民不認同「初選」
�&

■民調顯示
市民不認同
反 對 派 的
「初選」。
網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反對派昨日公佈所謂
「初選」結果，宣佈將由「瀆誓四丑」之一姚松炎出
戰立法會九龍西補選，隨即引起社會質疑早前被DQ
的他是否可以參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
日回應指，現階段不會就個別情況或個案作評論，但
強調當局會根據《立法會條例》及選舉管理委員會相
關規例，按現有機制去處理相關情況。
聶德權指出，法律上對提名是否有效或議員本身
是否符合資格等情況有所規定，選舉主任會按照法
例規定行使權力和作出決定，有需要時會尋求法律
意見。
他又稱，當局正密鑼緊鼓進行補選安排，由於是次

補選涉及3個地方選區和一個功能界別，當中牽涉的
選民人數接近210萬人，「我們現在有約1.2萬名公
務員參與當中有關點票、數票及票站的工作，亦會有
約360個票站作投票之用。」

蟲炎DQ後可再選？
聶德權：按機制處理 「民主動力」噚日開記招公佈

「初選」結果，話前日有約2.6萬
人投票，仲將電話調查、實體投
票同組織投票3個部分分開計分列
晒出嚟，仲列到小數點後2個位，
好似好仔細、好公正咁喎。不
過，有網民就發現，「民主動
力」公佈嘅數字，計落去有出
入，於是留言問「民主動力」點

解會咁，但「民主動力」當然冇回應
啦。
要短時間內砌好條數好難㗎，「民

主動力」噚日就公佈咗各個「候選
人」得分係點計出嚟，喺尤其複雜的
電話調查部分，佢哋就話個計算方法
係「以非建制支持者為基礎，再集中
分析『初選』候選人在第一和第二選
擇的得票，前者乘以三分，後者乘以

一分綜合計算，結果以『票值』顯
示」。
睇呢段文字到一嚿嚿都唔緊要，總

之佢哋就設定咗條特別嘅公式，咁我
哋睇數字啦。喺電話調查入面，新東
嘅張秀賢嘅「票值」係305、范國威係
923、郭永健係287，加埋241棄權或無
效嘅票值，咁總數就係1,757啦；九西
方面，馮檢基係633、姚松炎係366、
棄權或無效係 179，加埋總數就係
2,115。

網民質疑「造數」
網民「Jackie Lee」就留言質疑數字

有問題，話九西嘅總數應該係2,116、
新東係1,756，佢仲同大家計返比率
話︰「如果305佔20.14%，總數應該
係 1,514，923 佔 60.89%總數應該係

1,516， 287 佔 18.89% 總 數 應 該係
1,519，點解 3個百分比會出唔同總
數？」不過「民主動力」就冇回覆呢
位網民嘅留言囉，但唔緊要啦，反正
好多網民直情覺得成個「初選」都係
「造數」咋嘛。
另一方面，噚日有唔少人都慶祝姚

松炎打低搵大巴車市民去投票嘅馮檢
基，講到「邪不能勝正」咁，但有短
片就顯示，有姚松炎嘅支持者就喺馮
檢基嘅大巴上面向老婆婆派姚松炎嘅
傳單，連阿婆都問佢「咁做冇犯規
咩」，但對方隨口就話冇。姚松炎事
後都有回覆傳媒查詢，話自己冇批准
過人咁做喎，但就話嗰個行為唔涉及
有向市民提供利益，所以唔覺得有犯
規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表面似公正 計落有出入
信
－
不
－
信
－
由
－
你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反對派近
年經常大鬧立法會，破
壞議會秩序。立法會行
管會昨日決定，向兩名
「議會陣線」議員毛孟
靜及朱凱廸發出譴責
信，批評上月14日立
法會審議修改議事規則
期間，毛孟靜扯跌正在
處理秩序問題的保安人
員，而朱凱廸就在翌日
開會前，突然衝上主席
台，令一位秘書處職員
手部受傷，及令在場的
職員受驚。
行管會主席梁君彥

於會後表示，鑑於兩
人的行為構成危險，
令秘書處職員受傷，
決定向兩人發譴責
信，信件副本將分發
給其他議員。同時，
行管會責成秘書處研
究處理議員在會議或
非會議期間引致的秩
序問題，包括如果有
議員的行為令秘書處
職員受傷應如何處
理，及如何處理屢犯
的議員等，並會在下
一次會議討論。
梁君彥又說，上月

15日立法會就修改議
事規則表決期間，有多
名議員及自稱是議員職
員的人，試圖在會議廳
外示威，通道被阻塞。
行管會討論後決定，秘
書處人員會識別相關議
員及職員，向對方發出
警告信，提醒他們的行
為有可能觸犯立法會權
力及特權條例；並決定
日後召開大會、財委會
及內會期間及前後一小
時，每名議員最多只可
帶兩名職員進入會議所

在的樓層，該職員須佩戴秘書處
發出的通行證。
此外，梁君彥還指出，會上亦
有討論向「瀆誓四丑」追回薪津
的事宜，行管會認為這些都是公
帑，在接獲政府當局的意見及劉
小麗的書面回覆後，便會以法理
情兼備的原則處理事件。
行管會昨日亦通過與擔任近6

年立法會秘書長的陳維安續
約，根據一貫安排，新合約期
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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