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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風波平撫 讓政府專心做事

有心人羅列，反對派案底一大堆，
厚如電話簿。多位反對派人士先後被揭
發涉及霸官地、霸天台、僭建簷篷等嚴
重違規行為：其中陳偉業非法霸佔屋前
2,000 平方呎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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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涂謹申被揭發與該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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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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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若驊是難得法律人才
我們不由得要問了：反對派善於當

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其膽量從
何而來？反對派只咬別人，自己案底一
堆仍道貌岸然，其底氣何在？廣大市民
是不是太善良了？市民應該看清楚哪些
人真正為香港做事，哪些是唯恐天下不
亂，旨在打擊抹黑。作為立法會議員，
應把經濟民生議題放在首位，珍惜當前
經濟民生向好的勢頭，監督政府施政。
反對派議員與其將精力放在政治騷之
上，不如做實事，就香港發展建言獻
策，至少自己不做，也不要妨礙政府聚
焦經濟民生。
鄭若驊是極難得的政治和法律人

才。她不僅是資深大律師，而且擁有豐
富的國際仲裁和調解經驗。多年來擔任
過若干公職，政圈中人普遍肯定其有能

力、有心、做事亦拚搏，在法律界口碑
甚佳。其出任律政司司長，外界並沒有
懷疑過她的能力，甚至覺得她犧牲了豐
厚收入和個人私隱而加入政府，顯示了
她關心公義、關心社會，是一個有承擔
的人。
僭建曝光後，鄭迅速向特首和公眾
交代，誠懇致歉，毫無隱瞞，且配合當
局盡快拆除僭建物。這證明她襟懷坦
蕩，不存在誠信問題。「人非聖賢，孰
能無過」，但錯到什麼樣的程度，是否
會影響其工作能力，市民都應有客觀評
價。公眾應給鄭若驊機會和空間繼續為
社會作貢獻，讓鄭若驊集中精力履任新
職、服務市民。

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寓所涉及僭建，反對派如鯊魚見血，窮追猛打，咬住不放，其實他們陣營

中人自己也不乾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將其淺水灣寓所的車房改建成住宅，此事被揭發了8年，8年

間毛議員照樣當選議員，也沒見反對派哪位出來批評。近日更有媒體發現，不停撰文炮轟鄭若驊的

香港大學法律系首席講師張達明位於九龍的住宅，早於2011年因兩間睡房花槽僭建收到屋宇署的清

拆命令，但6年半後的今天，上述命令仍未完成，記者更發現張住宅的客廳露台被多扇窗圍封。

鄧清河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執行主席

棄厚職入「熱廚房」
證鄭若驊關心公義

面對刑事檢控的「港獨」分
子黃台仰、李東昇及李倩怡等
紛紛潛逃，唔通正被追數、有

案在身嘅「青症雙邪」Cheap禎（游蕙禎）其實
都想走佬，只係走唔到？據報，Cheap禎去年曾
打算申請到台灣健行科技大學讀書但被拒絕。
Cheap禎就話冇啲咁嘅事喎！有網民揶揄，做咗
唔認一直都係佢哋嘅特色。有人就質疑佢申請讀
書只係借口，最終目標就係着草。
據網媒《香港01》昨日報道，游蕙禎曾申請到

台灣健行科技大學讀書，但最後不獲取錄，並引
述健行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兼國合處處長彭
椏富的回覆，指游蕙禎委託香港的代辦機構，提
出就讀健行科技大學四技學士班的入學申請，惟
最後大學參酌教育部審查意見，並經招生委員會
討論，決議無法錄取游蕙禎，並將此結果通知香
港的代辦機構。

辯稱「同名同姓」網民唔信
不過，Cheap禎在接受查詢時就否認有申請到

台灣讀書，更稱不排除有人與她「同名同姓」，
但就聲言自己「若在財政情況允許下，一直有繼
續進修的打算」，目前仍在「資料搜集階段」云
云。
唔少網民都估 Cheap 禎真係有申請過。

「Wong Si Si」質疑道：「姓游已不常見，重
（仲）要連名都一樣。」「Chow Wing Siu John-
son」就揶揄：「如果有另一個人叫『游蕙禎』，
都要即刻改名。」
「Shairhing Cheung」就懷疑「申請讀書只是

借口，最終目標就是著（着）草去台灣」。
「Joe Chu」寸道：「做左（咗）唔認一直都係佢
地（哋）嘅特色。」「CheukMing Yuen」則恥
笑Cheap禎不學無術：「温馨提示：妳不如從頭
開始，讀番（返）小學先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退休警司朱經緯因揮
動警棍驅散違法者，日前被
判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名
成立，令社會關注警員執法
時使用武力的標準。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昨日就在
立法會跟進有關事宜。保安
局局長李家超回應指，已設
立工作小組跟進武力使用指
引等事項，會參考近日的法
庭判詞、外國經驗等，又強
調局方會全力支持警務人員
堅守崗位。
蔣麗芸昨日在立法會會議

中，要求特區政府交代有關
警務人員使用武力的指引，
以及負責檢討相關指引的工
作小組的詳情及時間表。她
又問及，保安局將如何保障
警員在混亂場面中使用武力
執法時不干犯刑事罪行。

李家超：已設督委會
李家超回應指，警務人員
的責任是防止罪案及維持治
安，因此要擁有必需的權力
以履行其職責。警方在使用
武力方面有既定的指引，但
因應近年發生的大型事故，
警方正不斷檢討其行動方面
的應變策略、指引及培訓，
現時已成立了一個督導委員
會跟進。

他續指，該委員會旗下一
個工作小組，專門跟進改善
武力使用指引等事項，目前
相關工作正在進行中。他認
為，香港是一個法治之地，
執法人員面對一樣的法律原
則，故小組制定相關指引時
必然會諮詢法律意見，確保
指引符合法律原則，同時亦
會參考近日的法庭判詞、相
關法律要求及外國經驗。
李家超強調，保安局和警

方高度重視警務人員在執勤
期間的安全，並不時加強及
更新前線人員的保護裝備，
如盾牌、頭盔、緊急救援裝
備等，確保他們得到應有的
安全保障。
他並讚揚警務人員無畏無

懼，堅守崗位，是香港繼續
繁榮穩定的重要條件，相信
廣大的香港市民都感謝他們
的努力。他並勉勵每一位警
務人員繼續努力，勇敢面對
困難，保安局將全力支持警
務人員堅守崗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追問局方將如何提升警隊士
氣，李家超強調溝通的重要
性，並透露下星期將與警察員
佐級協會會面。對於設立辱警
罪一事，李家超持開放態度，
但會先聽取前線警員的看法，
並會參考外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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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改善武力指引保障前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
「人權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近日發表「全球自由度報告」，
稱由於有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
「社運人士」被判監及國歌法本地立法等
問題，加上「北京」對港的「干預」加劇
而令香港的自由度總分跌至59分，為2002
年香港納入報告以來最低分。香港政界人
士批評，報告內容是在試圖混淆視聽，而
外國勢力通過不同的方式大肆抹黑特區以
至中央政府，以達到其政治目的。
「自由之家」近日發表每年一度的「全

球自由度報告」，以0分為最不自由、100
分為最自由。芬蘭、挪威及瑞典在全球
209個國家及地區中以100分滿分名列三
甲，香港自由度總分為59分，較去年的61
分低兩分，全球排名第一百一十一位。
在各項分數中，以1分為最好，7分最

差。香港的自由分數為3.5分，公民權利有
2分，新聞自由狀況屬partly free（局部自
由），政治權利有5分。
該報告在分析中聲稱，香港分數下降，
主要是因為「北京」不斷增加對香港的影
響力，嘗試「磨滅公眾對自決與日俱增的
支持」，具體包括部分「社運中人」被判
入獄、4名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
本法附件三，「迫使」香港立法機關需要
進行相應立法等等。

葛珮帆：故意忽略事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批評，有關報告純屬政治操
作，毫無公信力，其中僅以有人喪失議員
資格、有示威者被判監禁為由下調香港的
評分，故意忽略有關人等喪失議員資格是
因為他們瀆誓，是咎由自取的，而示威者
被判囚是因為他們違法，並經公平的司法
程序定罪。
她直指，在美國，所有煽動違法行為、

教唆犯罪的言論，以至滋事者都不會受到
該國憲法的保護，現在他們就雙重標準地
對香港指指點點。事實上，香港的自由有
目共睹，只要合法，任何人都有表達自己
意見的自由。去年，香港就有過萬次公眾
集會及遊行示威請願活動，可見「自由之
家」的指責實屬子虛烏有。

陸頌雄：為搞政治騷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批評，這些外

國的「報告」只是為了達到某些政治目的，
評分高或低對香港特區不會有任何實質影
響，反而反對派拉布導致社會發展停滯不
前，才是香港面對的最大問題，但只要大
家同心合力，相信情況將會逐步改善。

顏汶羽：圖混淆視聽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認為，有關調查

並不能反映香港的現實情況。香港擁有世
界公認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參與政治
運動及活動的自由，而有部分人喪失立法
會議員資格，是因為他們違反了法例的規
定，與香港有沒有政治權利無關，該報告
只是試圖混淆視聽。

港自由受保障 外力降評有目的

「自由之家」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特
區，其66%預算來自美國政府的預算。不
少人都批評該組織接受美國政府的資金，

並投其所好而失去客觀性。
雖然自稱「獨立」，但該組織大部分資金來自美國政府，包

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美國國際開發署以及美國國
務院。該組織提出的「使命」，是通過分析、宣傳以及行動，
來作為自由、民主以及法治的「催化劑」，更明言「國際事務
中的人權與自由，美國的領導是必不可少的」。
在「資助」該組織的機構中，以被指為「佔中」幕後黑手的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最為港人熟悉。基金會在世界多個地方都
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包括在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
等獨聯體國家、伊朗等西亞國家推動顛覆活動或「顏色革
命」，其屬下資助的中國內地「民運組織」有59個，包括了
幾乎所有的「藏獨」和「疆獨」組織，直接干涉中國內政。
美國國際開發署則是美國一個獨立的聯邦機構，依照美國國
務院的外交政策，力求「為海外那些為過上美好生活而努力、
進行着災後重建，以及為求生活於民主自由之國家而奮鬥的人
們提供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自由之家」專門煽「獨」干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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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會議」召集人、資訊科技界
議員莫乃光前日向立法會大會

提交動議議案，要求傳召鄭若驊於2月
28日前到立法會回應其住所僭建問題。
他昨日稱，是次事件「有很多疑點」，
質疑鄭若驊是否仍適合擔任律政司司長
云云。
不過，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主席梁美芬指，鄭若驊已答應於下月26
日出席委員會例會，介紹她未來的工作
發展，而她近日與律政司一方商討，希
望鄭可於下周一出席會議，鄭會於今日
回覆。一旦她能夠出席，就會修改委員
會的議程，如未能出席則另覓時間舉行
特別會議。

譚錦球：勿以單一事件評價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大家不應以單一事件
去評價一個人。鄭若驊並非刻意隱瞞僭
建，事後她亦已知錯能改，應當給予支
持，並相信鄭若驊任內能夠穩守香港已
有的法律基礎，維護法治。

吳良好：有人圖損政府威信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表示，鄭
若驊是一位受人尊重、有江湖地位的專
業人士，寧可放棄豐厚收入，選擇加入
政府「熱廚房」，實屬難得，足以證明
她關心公義、關心社會，對香港有感
情、有承擔。
他強調，僭建事件不涉誠信問題，純

屬無心之失，且鄭若驊及特區政府都有
誠意、有行動處理事件，所以應到此為
止。至於某些人一直糾纏，企圖借題發
揮打擊政府的管治威信，只會令香港陷
入泛政治化的泥潭中，市民應阻止這等
損害大眾利益的行為。

廖長江：鄭已承諾處理僭建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廖長江指

出，鄭若驊事件暫時仍屬私人問題，他
看不到事件有違法成分，更不涉及任何
違反承諾的問題，而對方已承諾會處
理，根本不會對律政司工作構成影響。
鄭若驊擁有優秀的專業知識，是難得的

人才，有信心她能在律政司司長的崗位
上發揮得更好。

簡松年：公眾不認為涉誠信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

創會主席簡松年表示，鄭若驊是因政
治敏感度不足，並不是有意「呃
人」，加上她事後已主動處理，相信
公眾可以接受。近日社會相關討論聲
音已明顯減少，可見市民不認為僭建
事件與鄭若驊的個人能力及誠信掛
鈎。
他強調，鄭若驊作為資深大律師，具

有豐富的公職及仲裁經驗，能夠勝任律
政司司長一職，期望她能夠善用本地的
法律優勢，帶領香港成為「一帶一路」
地區的仲裁中心。

李慧琼：盼速投入司長角色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鄭若驊已答
應會糾正問題，希望她日後開誠佈公，
盡快妥善處理僭建問題，並盡快投入律
政司司長的角色，應付好未來各種挑
戰。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鄭治祖、繆健詩）雖

然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已跟進其住所的僭建

問題，反對派仍然死

不罷休，企圖用基本

法第七十三條傳召她

於下月28日前到立法

會回應問題。有議員

指出，鄭若驊已答應

於下月26日出席一委

員會會議。社會各界

人士則強調，鄭若驊

寧可放棄豐厚收入，

選擇加入特區政府這

「熱廚房」，證明她關心

公義、關心社會，對

香 港 有 感 情 、 有 承

擔，希望社會公眾全

面考慮鄭若驊的能力

與承擔，讓她處理好

僭建問題，盡快投入

律政司司長工作。

■李慧琼 曾慶威 攝

■陸頌雄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葛珮帆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顏汶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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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蔣麗芸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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