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半市民支持DQ許智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許智峯涉嫌強搶保安局女EO（行政主任）手機，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已就此事在立法會提出譴責動議。

一項民意調查結果發現，52%受訪市民支持立法會通

過譴責動議，罷免許智峯的立法會議員資格。同時，

有66%受訪市民認為，許智峯的行為已觸犯了刑事罪

行，有77%認為事件已影響他們對整體「泛民主派」

的印象，有36%更認為民主黨在處理此事上不公正。

調查機構促請各政團、立法會議員及社會各界，積極

回應市民訴求，切勿姑息縱容，以挽回公眾對立法會

的形象及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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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批雙重標準
Honey Celia：團體抗議唔文明？咁許智峯
你身為議員搶手機就好文明呀？你係
（喺）立法會瘋瘋癲癲咁反乜反物又好文
明呀？立法會會議中，衝向主席搶咪又好
文明呀？開會時議員發言，你大聲在座位
插嘴叫囂又好文明呀？

Aleck Choi：緊（梗）係文明啦，仲合法
添（），違法達義喎。

Hang Chai：「佔中」夠係（喺）人地
（哋）公司門口，係（喺）人地（哋）屋
企門口抗議啦！講呢啲？

Ben Chan：呢D（啲）唔係黃營一貫做法
咩，去你公司，去你屋企，去埋你親戚朋
友屋企都得呀，又一個只許黃營抗議，不
許別人發聲的鐵證！

Amy Wong：有一種香港文明叫：雙重標
準！又有另一種文明叫：嚴人寬己！

Morgana LI：係（喺）許生眼中，文明係
一把伸縮尺。

資料來源：fb留言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民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昨
晨至民主黨總部示威，譴責民
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涉嫌強
搶手機、欺凌政府女職員的行
為令人髮指，並批評民主黨行
事雙重標準，盲目包庇許智
峯。他們強烈要求民主黨將
「豬隊友」踢出黨，並在立法
會討論譴責動議時避席，讓動
議通過。民主黨總部緊閉大
門，無人回應。示威者將請願
信貼在門口後離去。
約30名請願者昨晨手持「許
智峯恰女人侵私隱、民主黨應避
席踢出黨」的橫額，及「豬隊友
累街坊、快DQ許智峯」、「民
主黨應避席、通過譴責動議」、
「民主黨莫包庇、踢許智峯出
黨」、「恰女人侵私隱、許智峯
犯眾憎」、「盲撐許失民心、白
鴿黨失選票」等標語，並高呼
「假正義真襲擊、許智峯正惡
賊」、「民主黨應避席、通過譴
責動議」、「豬隊友累街坊、快
DQ許智峯」等口號。

批許恰女人 圖淡化暴行
他們批評，許智峯欺凌女性，

令人髮指，其後在「道歉」時，
更輕描淡寫地形容自己是在對方
「未經同意下取走」手機，其後

更企圖轉移視線，反抹黑女職員
履行公職，記錄議員往返立法會
時間是「侵犯議員私隱」，而搶
手機是為了「停止對方監控行
為」云云，明顯是惡人先告狀，
為自己惡行開脫，根本毫無悔
意。
團體認為，許智峯公然施

暴，已無資格擔任議員，不應
再容許他留在立法會，不應再
讓市民為他4年任期支付逾千萬
議員薪津，倘容許他續留在立
法會，勢令立法會尊嚴蕩然無
存，香港法治亦嚴重受損。

斥偏私護短 促避席譴責
他們並批評，其他反對派中

人一如所料地偏私護短，民主
黨也僅是凍結許智峯黨籍。反
對派一向對人嚴苛，動輒要求
官員「下台」，現在對公然施
暴的許智峯卻一味開脫包庇，
令選民失望。
團體代表指出，他們到民主

黨總部示威，在強烈譴責許智
峯的劣德敗行的同時，更嚴正
要求民主黨順應民意，將「豬
隊友」許智峯踢出黨。
團體並促請民主黨主席胡志偉

切勿違逆民意，姑息養奸，應該
在立法會討論譴責許智峯的動議
時，率領民主黨所有立法會議員
避席，履行有利益衝突時應申報
及迴避的會議原則。

香港研究協會於5月3日至10日展開全港性隨機抽樣電話訪
問，成功訪問了1,080名18歲或以上市民，了解他們對許

智峯涉嫌強搶手機一事的意見。根據昨日公佈調查結果顯示，
有66%受訪市民認為，許智峯的行為已觸犯了刑事罪行。聲稱
「沒有」者僅15%。

77%指事件損反對派形象
被問及是否支持立法會通過譴責動議，罷免許智峯立法會議
員的資格時，支持者有52%，不支持者為34%，反映多數市民
認為許智峯已不適合繼續擔任立法會議員。
同時，77%受訪市民認為是次事件已影響了他們對「泛民主

派」的印象，僅16%認為「沒有」。另外，36%受訪者認為民
主黨對事件的處理「不公正」，34%則稱「公正」。
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立法會是香港的立法及監督機關，對
議員操守有嚴格要求，以維持議會的良好形象。然而，事件的
發生卻令公眾對立法會議員的行為操守標準產生極大質疑，對
議會形象造成嚴重打擊。
協會負責人促請各政團、立法會議員及社會各界，積極回應

市民訴求，支持對行為失當、涉刑事罪行的議員依法依規處
理，切勿姑息縱容，以挽回公眾對立法會的形象及信任。
警方在本月5日以涉嫌干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普通襲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及「刑事毀壞」等罪名
拘捕許智峯。立法會將於下周三（23日）大會上討論由葉劉淑儀根
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提出的譴責許智峯的動議。
葉劉淑儀在譴責動議中的附表中陳述許智峯行為不檢的詳
情，指他在上月24日上午《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
案》委員會會議期間，在立法會大樓2樓升降機大堂，強行奪
去一位保安局女職員的手提電話及文件。
該名女職員尾隨並要求許智峯議員歸還手提電話，但不得要
領。該女職員在報告事件時落淚。「許智峯議員身為立法會議
員，不尊重公職人員，強行奪去他人物品，其行為令人髮
指。」
許智峯在奪得該女職員的手提電話及文件後，迅速躲入立法會

大樓2樓的男廁內，並逗留長達十多分鐘。其後，許智峯更公開
承認其間曾瀏覽和以「自己的方式」記下該女職員手提電話內的
資料。「這種行為嚴重侵犯該女職員的私隱。由於該手提電話是
由政府提供，當中亦可能儲存了政府內部的敏感資料。」
同時，該種衝擊公職人員的行為可能觸犯多項刑事罪行，
「即使肇事者是一般市民亦不能被接受，許智峯議員身為立法
會議員，實有負公眾的期望。」
在事件中，「許智峯不尊重公職人員、行為粗暴和嚴重侵犯該女
職員的私隱，有負公眾對立法會議員的期望，令立法會聲譽受損，實
屬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所指的行為不檢。」

三分二支持即通過譴責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有立法會議員行為不檢或違
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或因在
香港特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1個月以
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立
法會主席均可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保港」登門促踢峯
鴿黨「龜縮」拒接信

■「保衛香港運動」登門示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愛護香港力
量」早前到許智
峯居住的堅尼地

城一棟大廈門外示威，許智峯事後又
玩混淆視聽，話示威者去佢「屋企」
搵佢，係「好唔文明嘅做法」咁話。
唔少網民就揶揄，許智峯自己搶人手
機就唔算唔文明，人哋行使示威嘅權
利就話人唔文明，個標準真係成把伸
縮呎咁，反映咗反對派一貫嘅雙重標
準。
「愛港力」示威，充其量都只係喺許

智峯住嗰棟大廈門外叫吓口號，但《蘋
果日報》報道時就話「愛港力」「直
踩」許智峯「家門」外示威，又引述許
智峯話「佢哋（愛港力）去我屋企搵
我，影響我家人、小朋友同鄰居，係好
唔文明嘅做法」，直情好似喺正許智峯
單位門口咁。
其實，許智峯都唔係第一次用呢種

語言偽術，就同佢之前將企喺遠距離
記錄議員行蹤嘅政府人員抹黑做「狗
仔隊」一樣，意圖令一般人以為對方
真係亦步亦趨咁跟蹤議員，都係為咗
混淆視聽。
不過，唔少網民就揶揄，一個經常

喺議會叫囂、暴力衝擊，到現在更加
搶人手機仍然「理直氣壯」嘅人話人
唔文明喎，真係人唔笑狗都吠。

有人回帶話，反對派都經常去人屋企示威
啦，好似2007年，社民連「長毛」梁國雄就
去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寓所門外
抗議。
2012年，社民連成員晚上踩上時為候任特

首的梁振英的大宅外就僭建問題示威等等，
唔該阿許議員唔好雙重標準，應該鬧埋佢哋
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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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數據按四捨五入計算

6666%%指指「「搶機搶機」」已觸犯刑事已觸犯刑事 近四成批民主黨處事不近四成批民主黨處事不公公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預計今年第三季通車，購買
車票問題近日受到廣泛關注。港人希望除了在港
容易購票出發，也方便在港購買高鐵內地段的聯
程車票，同時購買聯程車票的手續費不能過高。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明，有需要時政府會參與協
調，務求將手續費減至最低，方便更多港人乘搭
高鐵。高鐵通車大大便利香港與內地的交往，促
進兩地融合，政府必須積極與內地有關部門溝通
協調，從便利港人的角度出發，找到可行的解決方
案，消除因「兩制」下很多經濟活動有所不同而產
生的購票問題，發揮高鐵快捷便民的最大效益。

高鐵香港段開通初期，由西九龍站出發或作
為終點的班次，分別有福田、深圳北、虎門、
廣州南4個短途站，以及14個長途站，港鐵可
發售這些來往香港的直通車票；但是直達站之
外的內地段的聯程車票，港鐵暫未獲授權銷
售，公眾難免大感不便。因為市民搭乘高鐵北
上，目的地不局限於直達城市，有不少人會去
高鐵網絡連接的其它城市。港鐵前日簡介票務
時透露，已預留櫃位給內地營運商，本港市民
可以在西九龍站享受「一站式」購票服務，希
望這項服務能夠如期落實。

除了在高鐵站購票，網絡購票亦是重要手
段。內地透過電腦和手機購買高鐵票已十分成
熟，但港人如果沒有內地的人民幣支付工具，
要使用這些網上購票服務仍有諸多不便。這當
中牽涉到港幣和人民幣兌換、港人申請內地支
付工具的先天限制、港人上內地高鐵電腦購票
網絡的對接等不少問題。「兩制」下很多經濟
活動的不同，不應成為增加香港高鐵購票難

度、妨礙兩地交往的障礙。
日前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分享中央領導在談及

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時所強調的四點指示精
神，其中提及，「要考慮到三地分屬三個關稅
區、使用三種貨幣等差異」，「內地出台有關
港澳的政策措施，要有利促進港澳經濟發展，
並有利促進港澳民生改善」，「認真評估港澳
主流民意和社會反應」。辦法總比困難多。特
區政府主動向中央和內地有關部門反映港人的
關切，共同合作尋找解決辦法，相信可形成解
決方案，讓港人利用八達通、信用卡等慣用的
支付工具，在香港就可輕鬆購票。

內地除了在車站可以購票，亦有分佈廣泛的
火車票代售點，港人用回鄉證，可以購買全國
各地包括高鐵票在內的火車票。香港設置這些
代售點，技術上應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礙。內
地的代售點收取一定手續費，按規定是每張票
收取5元人民幣。據消息指，日後香港代售內
地高鐵票，或要收取遠高於5元的手續費，這
個收費標準應有較大幅度的下調空間。政府應
主動介入，釐定合理的高鐵票代售手續費。

高鐵對香港而言是新鮮事物，運營初期存在
一些不足可以理解。公眾對高鐵票務的關注，
反映市民對高鐵開通的熱切期待。高鐵要發揮
最大效益，成為聯繫香港與內地的紐帶，助力
形成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高鐵服務就必
須做到方便、高效、票價具吸引力。政府應盡
快與內地協商出一個完善的綜合方案，多從便
利港人、優惠市民的角度思考，讓港人享受優
質便利的高鐵服務。

綜合解決高鐵購票問題便利港人
國家主席習近平支持本港創科發展並作出重要批

示，國家科技部等國家部委官員昨日到港宣介兩地
創科合作的新措施。科學技術部副部長黃衛指出，
新措施有助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包括會匯
聚政策、資金及人才等。中央為香港與內地科技合
作度身訂造，推出針對性措施，幫助香港發揮潛力
和優勢，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香港創科
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和抓手；同時，未來還會通過
加強頂層設計、制定行動計劃等措施，深化創科合
作。面對重大利好和機遇，特區政府更應做好「引
領者」和「推動者」的角色，認清優勢和方向，制
定與國家創科發展和特殊政策相對接的產學研規
劃，把利好變成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

為迅速貫徹落實習主席支持香港發展創科的指示
精神，國家科技部、財政部等部門從多個方面制定
了支持政策規定，除了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可以
直接申請國家經費資助，實現了科研資金「過河」
的安排，以及為在內地的香港科研機構作出設備進
口免稅安排；還將通過加強兩地科技創新合作的頂層
設計，匯聚兩地政策、資金、人才、設施等資源，發
揮各自優勢，共同制定兩地科技創新合作的聯合行動
計劃，完善香港科技人員參與國家科技計劃的制度化
建設等措施，為香港創科發展送來「好風」。

創科發展需要資金、人才、政策等各方面的配
合，形成良性循環的創科發展環境，這不是一些大
學、科研機構、企業單打獨鬥所能做到的。長期以
來，香港創科發展欠缺政府有效的統籌、協調推
動，更沒有清晰的創新戰略和產業發展規劃，香港
的研發投入只佔 GDP 的 0.7%，而新加坡是
2.1%，深圳是 3.5%，韓國是 4.2%。正因為如

此，香港的經濟增長、發展後勁已經落後於競爭對
手。曾有本港的個別科研機構就慨嘆，單靠特區政
府3年120萬元的資助，很難提高自己在創科方面
的競爭力。

香港要在創科發展急起直追，中央的支持是及時
而重要的助力，是重大的利好和契機；但更關鍵的
是，特區政府應主動擔當領頭作用，轉變過往由市
場力量支配、政府「積極不干預」的思維，圍繞創
科政策頂層設計、行動綱領作出全面詳盡、具前瞻
性的規劃。政府和科技界精誠合作，集思廣益，加
強對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思考及謀劃，主動深入了
解、學習國家科技發展政策，找準香港科技發展的
定位，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結合點，建立健
全新型的產學研體系，為創科創新產業快速健康發
展打下良好基礎。

有了完整成熟的規劃，對接國家創新發展規劃和
支持香港的重大利好政策，明確了香港創科發展的
方向，政府帶頭投資科研，投放科研資源的「種
子」，推動建立成熟的初創企業融資集資機制，吸
引市場資金投放到創科上，更快更好地將科研成果
轉化產品、創造效益，對創科發展產生強大拉力，
創科之路才能行穩致遠。

本屆政府在推動創科發展方面坐言起行，財政預
算撥款500億投資創科發展，當中100億就用於科
研投入，推出了吸引創科人才的計劃。如今中央送
來「東風」，把香港創科發展納入國家創新發展的
大局，從頂層設、制度建設的層面支持香港創科發
展，期待香港「借助好風、直上青雲」，把中央的
支持轉化為香港創科發展的動力，做出實實在在的
創科成果。

政府應積極引領創科 讓重大利好變實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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