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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政治化僭建風波雙重標準別有用心

反對派政客本身或其黨友都是「僭建
常客」，包括毛孟靜淺水灣大宅車位僭
建成住宅，8年未處理；梁耀忠天台單
位搭建巨型簷篷；涂謹申的辦事處違規
加建裝飾與招牌；職工盟總辦事處天台
加建鐵皮屋；反對派大佬何俊仁露台僭
建；陳偉業霸佔屋前二千呎官地做私家
花園等等。反對派其身不正，「有口話
人無口話自己」，反映其嚴人寬己，雙
重標準，實在虛偽透頂。

毛孟靜僭建8年原封不動
毛孟靜僭建8年竟然至今原封不動，
她還大玩語言偽術，否認僭建，聲稱買
屋時就是這個樣子。鄭若驊買屋時上手
亦已僭建，鄭若驊要清拆，毛孟靜卻不

拆。同樣涉及僭建，鄭若驊既認錯又道
歉，而且立即找專業人士善後，反對派
依然窮追猛打，非人頭落地不可；反觀
毛孟靜既不認錯又不肯還原，反對派卻
刻意包庇。
黎智英編織龐大的「黑金」網絡，嚴

重侵蝕本港廉潔，毀壞本港政治清明。
反對派不僅紛紛捲入僭建，更捲入黑金
政治醜聞。資料顯示，多名反對派議
員、「佔中三丑」、前政務司司長陳方
安生、政治主教陳日君和其他反對派政
客，都收受了黎智英的政治「黑金」。
在接受黎智英「黑金」下，梁家傑
在 2014 年 1月 22日立法會大會動議
《捍衛編輯採訪獨立自主》議案時，
誣衊前特首梁振英曾因不滿壹傳媒，

要求商界抽走《蘋果日報》廣告而影
響新聞自由。就在李卓人私袋黎智英
「黑金」捐款期間，他亦於2014年1
月22日立法會辯論中，兩次就渣打銀
行抽《蘋果日報》廣告一事，為《蘋
果日報》出頭。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先後收取黎智

英三筆合共350萬元的「黑金」，她在
英國《金融時報》一篇專訪中，點名批
評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抽起《蘋果日
報》廣告，更曾去信匯豐、渣打及東亞
三家銀行，質問三行為何抽《蘋果日
報》廣告。

反對派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反對派對鄭若驊進行人格謀殺，但對

自己友的問題就包庇縱容，這豈止是雙
重標準，而是狼狽為奸。
反對派對鄭若驊僭建事件窮追猛

打，將事件政治化，背後有不可告人
的政治目的。首先，反對派企圖逼迫
鄭若驊辭職，打擊政府管治威信，逆
轉林鄭履任特首以來的良好開局；其
次，是企圖重挫鄭若驊的士氣和工作
熱忱，鄭若驊面臨包括高鐵「一地兩
檢」本地立法、《國歌法》本地立
法，以及違法「佔中」、旺角暴亂等
大量立法和檢控工作，每一場都是硬
仗，反對派企圖使作為負責制訂法律
及檢控事宜的最高官員畏首畏尾而一
事無成。如果出現這樣的不幸，受損
的是香港的整體利益。
鄭若驊是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創始成

員及前任主席、國際商事仲裁會前任副
主席、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前任副主席
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前任主席。2008
年，她成為首位出任特許仲裁學會主席
的亞洲女性，現為世界銀行國際投資爭

端解決中心仲裁員。鄭若驊還長期擔任
多個服務市民的公職，以及長期推動提
升香港的法律服務地位，致力於推動香
港與內地的法律合作交流，培養內地法
律人才，等等。
鄭若驊放棄豐厚的收入，走入「熱廚

房」擔任律政司司長，足證她對香港有
感情、有承擔，值得尊重。公道自在人
心，社會各界多位知名人士近日均挺身
而出為鄭若驊仗義執言。
多位知名人士表示，鄭若驊接任的

時間相當之短，只有數周準備，有很
多事情需要處理，出現遺漏是可以理
解，而事件發生後，鄭若驊亦已立即
交代事件，希望公眾能夠給鄭若驊一
些時間，好好安頓今次的事件。多位
知名人士亦指出，香港仍有很多重要
事情，今次事件應該給予空間鄭若驊
處理並解釋。有輿論慨嘆近年擔任公
職人員在私隱等層面代價很大，要找
人擔任公職十分困難，盼公眾體諒並
給予空間。

反對派連日來窮追猛打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僭建事件，但很多抨擊鄭若驊的反對派政客本身或其黨友

都是「僭建常客」。反對派其身不正，嚴人寬己，雙重標準，虛偽透頂。反對派背後有不可告人的政

治目的，一是企圖逼迫鄭若驊辭職，打擊政府管治威信；二是企圖使負責制訂法律及檢控事宜的最高

官員畏首畏尾而一事無成。如果出現這樣的不幸，受損的是香港的整體利益。

黎子珍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永
遠榮譽主席陳永棋表示，鄭若驊身

為專業人士，在僭建一事上肯定存在疏
忽，並不涉及刻意隱瞞及誠信問題，所
以在有關僭建物得到恰當處理後，事件
亦應當告一段落。

陳永棋：反對派小題大做
他批評有人在事件上窮追猛打、「咬
住唔放」，純粹是政治動作，目的是打
擊行政長官的威信，及為3月份立法會補
選造勢。「反對派這等小題大做的舉
措，只會令香港變得雞犬不寧，最終受
損的亦是大眾市民，希望鄭若驊不要被

反對派的聲音左右，應為市民幸福努力
做事，做好司長工作。」

馬恩國：無限擴大個別事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大

律師馬恩國指出，鄭若驊過去多年擔任
過不同公職，服務社會之心及能力均有
目共睹，加上律政司司長的要求相當嚴
格，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出任，所謂「人
才難求」。
他直言，是次事件的確反映鄭若驊的

政治經驗不足，但擔任律政司司長，需
要管理數千名律師，擁有豐富的行政經
驗，及了解不同層面的公共事務就更為
重要。
馬恩國指出，在僭建事件發生後，鄭

若驊已即時道歉，更立即進行補救措
施，及開誠布公向公眾交代。反對派不
斷窮追不捨，只是將個別事情無限擴
大。大家應該承認她的勇氣及願意承
擔，及給予空間讓當事人處理事件。

陳曼琪：鄭可「將功抵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當選人、香港中小

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則指，僭
建的問題的確不理想，但世人無完美，
鄭若驊坦白承認、公開致歉及承諾糾
正，不應僅因此而質疑其擔任律政司司
長的資格，「我們無可能要求一個完美
的司長。要求司長辭職的人敢說自己是
一個完美的人嗎？」
她強調，只要鄭若驊盡快妥善解決及

處理僭建物，並以此為鑑，提升自己的
政治觸覺及智慧，將有助她無畏無懼地
處理好日後的大事，包括「佔中」部分
搞手未被起訴、國歌法本地立法、「一
地兩檢」本地立法及基本法二十三條立
法的準備工作等，就可以「將功抵
過」。

譚耀宗：已公開道歉補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當選人、民建聯會

務顧問譚耀宗表示，鄭若驊已清楚解釋
了是次事件，並向公眾道歉及採取連串
的補救措施，希望外界能夠給予當事人
空間，讓她能夠投入新的工作崗位，服
務社會。

即時補救顯承擔
應給鄭若驊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繆健詩）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已跟

進其住所的僭建問題，但反對派

就死咬不放。多名政界及法律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均指，鄭若驊是一名難得人才，

而正所謂「人無完人」，她在事

件中已展現了勇氣及願意承擔的

精神，反對派連串上綱上線的人

身攻擊，只是圖借此打擊特區政

府的管治威信。他們希望大家給

予鄭若驊空間去改正，並希望她

能夠汲取是次事件的教訓，未來

的工作上可以「將功抵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續炒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涉嫌僭建一
事，更要求她到立法會「交代」。特首
林鄭月娥昨日批評部分言論無根無據、
不負責任，旨在攻擊鄭若驊，又指對方

作為律政司司長，定會出席立法會司法
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

有關鄭若驊的事件，自己已在上周答問
大會說得很清楚，自己掌握的事實也已

經分享了，「我亦留意到坊間有很多、
亦是無根無據的揣測來攻擊鄭若驊律政
司司長，我覺得這些言論，有些已近乎
很不負責任。」
她續說，鄭若驊當然會到立法會，因

為對方是律政司司長，而立法會有一個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相信對方會爭
取第一時間出席委員會會議，談及其律
政司的工作，並回答議員提問。

越掩飾，越出事。
職工盟在海麗工潮期
間被指「食夾棍」，

到被質疑賬目含糊，但在交代時一啲都
唔認真，「係咁㗎啦，好出奇呀！」結
果？越揭越大鑊。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
此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話，職工盟清空咗
一個銀行戶口，作為「罷工基金」專
用，並出示有關的銀行戶口記錄，以示
同職工盟個戶口係分開嘅，但就被人發
現佢展示嘅戶口號碼，又同海麗工潮時
叫人捐款嗰個唔同喎。蒙兆達在接受傳
媒訪問時就改口話，海麗工潮用另一個
戶口係「希望方便行政安排及作清晰結
算」。咦，咁佢之前又話基金係「獨立
運作」嘅？
蒙兆達此前就「落格疑雲」解畫時，
話職工盟清空咗一個銀行戶口，作為
「罷工基金」專用。職工盟秘書長李卓
人日前接受商業電台訪問時，仲實牙實
齒咁話：「呢個基金係獨立戶口，所以
一睇就睇晒，唔會同我哋職工盟其他戶
口混埋一齊。」

展示號碼與宣傳單不同
不過，fb專頁「得罪講句」早前翻查

咗「罷工基金」的宣傳單張，發現海麗
工 潮 時 用 嘅 捐 款 戶 口 號 碼 係
295-164578-010，但「罷工基金」喺碼
頭工運時宣傳嗰個係 295-164578-003
喎。兩個戶口，邊個至真？
專頁就去Google「010」呢個no.，發

現「010」個戶口用過喺幾次無關罷工
嘅籌款項目度，包括尼泊爾賑災等：
「喂，職工盟（HKCTU）你又話專
戶，點知原來又用係（喺）其他地方，
你介唔介意公開埋以前籌款捐左（咗）
幾多呀？大家樂呢？……泥（尼）泊爾
呢？你咁潔身自愛，一定唔怕公開比
（畀）大家睇，係咪？」
自稱八十後公關公司小卒嘅「隨緣」

亦喺網媒「輔仁媒體」撰文：「在公關

學上，最錯的就是解釋的時候提供新證
據令人覺得證據可疑。那大家又再跟你
的戶口轉一次。提供的戶口號碼，003
尾的，原來曾經在大家樂罷食、……用
過。後來才變成碼頭工人的『抗爭基
金』戶口。……2010年，為罷食大家樂
籌款，但這次工運搞不成，錢又去了那
（哪）兒？這兩點都叫合理懷疑了
吧？」
他續說：「再看看他們宣傳物資

（品）上的那個010字尾的戶口，原來
2015年的時候曾用作尼泊爾賑災用途。
即是不是蒙兆達所言，是『2013年之後
清空為罷工基金』而設的戶口。……只
要google 一下那些戶口號碼，第一頁已
經是工黨的面書專頁為職工盟宣傳『尼
泊爾賑災』的專題，如果所謂『本土
派』KOL要打擊新界東的選情，首先他
們就要問，究竟工黨知不知道，職工盟
使用這個他們宣傳過的銀行戶口，去為
海麗工人籌款。」

職工盟改口話收款再轉賬
蒙兆達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就話，

「003」同「010」兩個戶口，都係職工
盟「一早成立」的「備用戶口」，海麗
工潮以「010」籌款，希望「方便行政
安排及作清晰結算」，同埋「010」會
將捐款餘額「全數」再存入「003」戶
口。職工盟的基金獨立管理委員會後日
會就公開賬目事宜開會，及在月內決定
是否將報告上載互聯網咁話喎。
呢件事上，大家會信邊個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新一代「戰神」終於誕
生啦！在落格疑雲中，職
工盟清潔工會幹事杜振豪

將所有質疑職工盟嘅人都打為「惡意中
傷」，結果激嬲成班KOL，累職工盟被人圍
剿。佢近日又出post話質疑職工盟嘅人都係
「蒼蠅」，問人點解用有「過百萬會員」嘅
工會公開所有賬目，嚟同「三幾十萬港紙的
罷工基金」職工盟比較喎。結果，真係老師
又中，俾人踢爆基金明明之前有四十幾萬
元，加上海麗工潮再籌得二十多萬元，結果
剩返一半？又難怪俾人質疑落格囉！
犯眾怒嘅杜振豪可能越「戰」越過癮，近

日再發帖辣質疑職工盟嘅KOL。佢話：「不
得不欣賞，蒼蠅也有蒼蠅的專業。最絕的
是，竟然用一個過百萬會員、會費逾億英磅
（鎊）的外國工會，來比較一個有事籌款無
事停擺、總數得三幾十萬港紙的罷工基金。
獨立公司獨立戶口年年公開核數報告，當然
最好。但如果用這個標準，民間籌款可以休
矣。」

籌得逾六十萬變三幾十萬
本報冇話過佢係「獨」而佢自己亦唔認係
「獨」嘅Kevin就喺佢個「倫敦人妻先生手
記」fb專頁還擊。佢點出杜振豪話「總數得
三幾十萬港紙的罷工基金」：「你唔好嚇我
呀！你個罷工基金在2017年8月31日有42
萬（元），海麗村（邨）事件餘額係22萬
（元），即係你個基金有64萬（元）。我唔
知道一個幹事要幾唔上心先可以講到得『三
幾十萬（元）』，你係想講六十幾萬（元）
呀嘛？」
Kevin仲反駁杜振豪話佢好攞外國工會嚟

同職工盟比嘅指控：「不是我強行要把你們
比作外國工運組織，而是你們派過來的熱情
粉絲叫我『係英國罷工基金都係呢種運作方
法』，我先幫你用英國的工會黎（嚟）做比
較架（㗎），依（𠵱 ）家你又唔愛我比較
啦？」

網民：捐得少就無數睇？
佢跟住就攞兩個細規模工會組織嘅做法嚟

打臉杜振豪：「新加坡shell的員工都係3,100
人左右，但係呢，佢地（哋）個工會個年報
同財務報告都擺左（咗）上網，仲有成六十
頁咁多，似乎擺唔擺上網，其實唔關規模事
嘅。……員工人數只有1,300人的Batelco公
司的工會，……但佢地（哋）呢個蚊型工會
竟然都可以將報告放上網任人查，雖然只係
好肉酸的一頁，但起碼叫做有嘛。……如果
連一個在巴林小工會的標準也達不到，唔止
民間籌款，連工運都可以休矣。」
fb專頁「得罪講句」也針對杜振豪嗰句

「總數得三幾十萬港紙的罷工基金」同佢埋
單：「罷工基金用淨42萬（元），再加海麗
事件餘額22萬（元），點解會淨番『三幾十
萬（元）』？42（萬元） + 22（萬元） =
三幾十萬（元）？」帖子仲標註「除左
（咗）落左（咗）格我真係諗唔到第二個解
釋」、「條數真係好難計」嚟寸佢。
另一帖則係揶揄杜振豪自稱係「蚊型工

會」嘅講法：「職工盟邏輯：人地（哋）條
數清係因為人地（哋）會費過億，我地
（哋）得幾十萬（元）咁少所以可以求×
其。」標註仲話「鬼叫你捐咁少」、「你捐
過億咪有得睇我盤數囉」、「你捐咁少叫人
點上心」、「完全係你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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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戰神」又點火 落格疑雲再升溫

林鄭批部分「攻鄭」言論無根據

■陳永棋 ■馬恩國 ■陳曼琪 ■譚耀宗

■「得罪講句」在Google搜尋職工盟
的籌款戶口。 「得罪講句」fb截圖

&1��

十多名「司法關注
組」成員昨晨到特首辦
請願，要求成立「獨立
監察司法委員會」，以
增強公眾對司法公正的
信心。示威者認為，司
法不公屢現，如「佔
中」期間襲警被捕的曾
健超僅判社會服務令，
「七警」在拘捕曾健超
時使用武力則判監禁，
落差太大。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接收了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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