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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早前在

立法會大樓內，強搶保安局女EO（行政主任）手機，引起全城狠

批，許智峯亦一度表現龜縮。不過，民主黨紀律委員會近日決定

無限期押後黨內聆訊，許智峯似乎氣焰「重燃」，日前再於face-

book發帖，聲稱自己強搶手機的「一時衝動」是「要阻止惡行的

衝動」，更聲言要以法律追究政府的「違法行為」云云。多名立

法會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斥許智峯為「危險人物」，呼

籲警方應加快調查工作。

死「峯」復「言」咬政府
政界批不知羞恥

網民點睇曾俊華言論
Fuk Loi Ip︰一個廢人講廢話，在職時有乜表
現？年年估錯數字離晒目標，今時今日埋黄屍
（絲）堆，只係一件×××××一件廢物，香港
有今日樓價佢同佢大佬貪曾有全部責任。

Mau Kau Lui︰食碗面反碗底，當時（與CY）不
同政見，做乜要做政府第二號人物？

Bob Lee︰點解佢又唔講吓啲「黃屍（絲）」嘅
行為，又喺（係）雙重標準？

Kc Ho︰好明顯呢條牆邊草，見人講人話，見鬼
講鬼話啦。

Christina Yee︰呢個論壇都是由黃黨舉辦，當然
要講下（吓）主辦幫想聽既（嘅）野（嘢）。

Benny Wong︰如果俾（畀）佢做咗特首，到頭
來「泛民」咪一樣會鬧佢，唔係「泛民」咪無存
在價值囉。而家佢係（喺）度講風涼話梗係爽喇
（啦）。

Alexjan Ford︰被他們諷刺就正（證）明你（何
君堯）和CY都做啱咗！

Sandy Siu︰呢個曾俊華，我由頭到尾都唔鍾意
佢，做財爺時，成日C（斯）C（斯）縮縮，無厘
（喱）歡（寬）容大方，hea吓hea咁……到出
嚟選特首，又懶風趣幽默……前後兩個樣！乞人
憎到死！

Zhantu Huang：繼公民黨梁家傑之後，當不成
特首，即刻反轉豬肚。

Patricia Siu Lai Ho︰好彩，佢做唔到特首，原來
他假成咁！

資料來源︰facebook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許智峯在其 facebook上發文，繼續
以「狗仔隊」一詞矮化政府人

員，將自己強搶女EO手機一事形容為
「早前因政府『狗仔隊』而起的手機
事件」，聲稱自己「可處理得更
好」，但認為自己的行為若說是「一
時衝動」，那就是「要阻止惡行的衝
動」。
他稱政府「全天候監視」議員行蹤，
更以自己是新人作抵賴︰「恕我是個新
議員，我不接受如此扭曲的制度。」

妄言追究政府「違法」行為
許智峯又嘗試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聲稱自己不是做「政治 show」，而是
要以行動「抵擋不公義的惡行」，所
以讓社會看到「總是衝衝撞撞」的自
己。
因搶手機而涉嫌觸犯多項罪行的他
揚言︰「我亦會以我已掌握的資料，
以法律追究政府的違法行為。」完全
無視私隱專員多次表明政府人員執行
通傳應變職務無問題的回應。

陳恒鑌籲警加快調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許智
峯不知羞恥，並指出若按許智峯的
「邏輯」，凡是他看不順眼的事情，
似乎就可以「濫用私刑」，「是否不
喜歡別人看着他上班，就可以任意以
粗暴手法搶走他人的財物？」
陳恒鑌更指出，從許智峯大放厥詞

可見，他毫不悔改，屬於「危險人
物」，呼籲警方加快調查工作。

盧偉國批卸責求甩身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認為，市民看在
眼裡，定能分辨是非。他指出，當日
許智峯強搶女EO手機時，基於當時
「風頭火勢」，連反對派陣營也作出
批評，許智峯亦一度沉默及認錯，現
時民情稍為平靜下來，便立即轉軚，
把所有責任全推向政府一方，以求脫
罪。
盧偉國並批評，許智峯以「狗仔

隊」形容有關政府人員的用詞也不
當，而政府人員亦無「跟蹤」議員。

梁志祥：諉過公務員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梁志祥直斥許智峯死不悔改，自己做
錯了還繼續針對公務員。

何啟明勸反對派勿護短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許
志峯毫無悔意，奉勸民主黨及反對派
不應再盲目包庇，否則只會被選民唾
棄。

民主黨立
法 會 議 員
「峯鴿」許

智峯搶手機事件，一度遭到輿論
口誅筆伐，許智峯面臨被立法會
彈劾及警方刑事調查，但在民主
黨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冷處
理」下，許智峯似乎覺得已無大
礙，不再扮「鵪鶉」博可憐，露
出反咬一口的兇相，大言不慚指
自己「抬得起頭、腰板挺直」，
更揚言「要以直接行動，抵擋不
公義的惡行」。鄭松泰、許智峯
均被放生，不思己過，反自認為
是「英雄」，反對派包庇護短，
後患無窮。

民主黨處理峯搶手機事件，有
頭威無尾陣，一開始義正詞嚴譴責
許智峯，話會秉公辦理，即時凍結
許的黨籍，就事件向公眾致歉，又
話要交由獨立紀律委員會處理，並
會配合警方調查，令公眾曾經對民
主黨的處理充滿期待。

可惜，民主黨的所調「獨立紀
律委員會處理」不了了之，近日
有消息指，民主黨的紀律委員會
根本未正式開始聆訊程序，還要
考慮把聆訊無限期押後，直至法
律程序完成。原來，「秉公辦
理」其實是「拖字訣」，「側側
膊，唔多覺」，讓事件淡化。

事發初期，許智峯驚死在劫難
逃，無得做議員，一再低聲下氣，
鞠躬認錯，更多次向被冒犯的受害
者致歉。但是，民主黨處罰放軟手
腳，其他激進反對派更臭味相投、
死撐到底，許智峯眼見雨過天晴，
鹹魚翻生，又蠢蠢欲動，仲惡過以
前。他竟然稱，搶手機是因政府狗
仔隊監視議員而起，當日「一時衝

動」，是「面對傲慢的政權，要阻止惡行的
衝動」，仲話「要以直接行動，抵擋不公義
的惡行」。什麼叫做厚顏無恥、歪理當公
義，許智峯示範給大家看。

反對派「大金主」肥佬黎在2016年立法
會選舉力撐許智峯，指許「有幹勁、有操
守」，稱市民要「眼光雪亮」。有大老細射
住，許智峯這種「難得之才」，反對派一定
力保。在反對派護航下，鄭松泰倒插國旗區
旗，立法會針對他的譴責動議最終不獲通
過。只要是自己友，犯再大的錯，都「罪不
至死」，立法會淪為藏污納垢之地，顛倒是
非，無法無天，反對派才不理這麼多，或許
正志在於此。 ■楊正剛

港鐵沙中線紅磡站
擴建地盤懷疑出現鋼
筋接駁位造假，事件

自早前揭發至今一直疑點重重，加上港鐵
多次改口，令公眾無法得悉事件來龍去
脈。本來期望港鐵在6月6日舉行的記者
招待會上，能夠給公眾一個合理、清晰的
交代，怎料港鐵高層還是含糊其辭，繼續
以「唧牙膏」方式回應，很多核心問題仍
未解答，實在令人失望。
事件發酵一個多星期，究竟有多少鋼筋

被剪短、涉事螺絲帽分佈位置、港鐵發現
問題時是否已完成落石屎工序、有問題螺
絲帽由哪一方提供，這些關鍵細節至今仍
未公開。
港鐵從未向立法會提及紅磡站鋼筋出現

問題，也沒有向政府匯報，也令人感到非
常意外。筆者質疑，港鐵和承建商是否私
相授受、知情不報？港鐵是否對承建商監
管不力，根本不知道造假情况有多嚴重？
還是純粹施工程序出錯，在事件越描越黑
下，只是一樁公關災難？

宜設獨立委員會調查
既然港鐵在議員和傳媒追問下，仍然不

願意開誠布公，筆者認為政府必須嚴肅跟
進，要求港鐵提交的顧問報告完完整整作
出交代。
假若港鐵提交的報告依然未能說服公眾，

政府不妨參考調查九巴大埔車禍的做法，委
任具公信力的資深大法官成立獨立專責調查
委員會，全面、深入地調查事件。一旦確認
涉及造假、隱瞞、偷工減料，甚至串謀詐騙
等違法行為，政府必須嚴正看待，立即轉介
至執法機關密切跟進。
另一方面，若事件再拖延下去，只會進

一步打擊公眾對沙中線的信心，港鐵的誠
信亦會受到質疑。我們認為港鐵首要向公
眾作出鄭重保證：無論是興建中或還在籌
備階段的鐵路工程，今後將會加強工程督
促工作，增加巡查和保證按施工協議完
成，以挽回公眾對鐵路安全可靠的信心。

應確保安全不礙通車
其次，港鐵應確保今次事件不會延誤沙

中線的通車日期，而涉事的紅磡站車站月
台亦不會出現不穩定或結構性危險，確保
不會威脅到乘客人身安全。

■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曾聲稱「不理
政事」嘅鬍鬚曾
（曾俊華）日前

出席一個論壇時，先諷刺話要保留香
港特色，未必要好似前特首梁振英
（CY）咁「穿華服扮古人」，然後
又暗寸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早前喺立法
會會議上做網上直播嘅行為「幼
稚」。何君堯噚日就喺 facebook以
《心黃盡露還是懵上心頭》為題，質
疑鬍鬚曾曾經都寫文鬧過反對派「盡
情破壞」香港，但家再講到破壞規
矩時，竟然唔係講反對派強搶手機、
衝擊立法會等問題，而係去針對CY
同自己，「如果他不是誇張，就肯定
是有問題了！」

借題暗諷CY何君堯
鬍鬚曾日前以嘉賓身份，出席反對
派陣營「公民實踐培育基金」舉辦嘅
論壇，發言期間講到如何保留香港特
色時，就乘機攞CY嚟「開玩笑」，
話「雖然未必個個像 CY（梁振
英），懷舊到要穿華服，扮古人」，
然後又引用歌詞「懷緬過去常陶醉，
一半樂事，一半令人流淚」，再借題
發揮話CY治下「係流淚定係樂事，
大家嘅答案應該差唔多」喎。
踩完CY又再踩下反對派其他敵
人。鬍鬚曾講議會秩序時話，自己
1982年返到香港，先後做過公務員同
問責官員，當時嘅議會好有效率、係

紳士淑女議事嘅地方喎。他又話，當
時大家都講道理，尊重議會規矩和慣
例，「唔會打交、唔會開 facebook
live、做鬼臉，直頭好似 pre-school
（幼稚園）一樣。」

何君堯：慶幸他當不了特首
講破壞議會規矩，唔講衝擊、唔講

搶嘢，反而怪建制派，會唔會怪咗
啲？何君堯噚日喺facebook反駁，指
鬍鬚曾喺論壇上批評香港有啲政客破
壞制度與規矩，「聽起來大家還以為
他正在批評那些行為不檢的議員，如
許智峯搶手機、陳志全衝擊立法會或
擾亂議會、陳淑莊濫用程序提出終止
待續動議、以及其他『泛統』濫點法
定人數、企圖製造流會等等諸士。
噢！甚麼也不是！原來他指的是CY

和我！」
何君堯揶揄，自己俾鬍鬚曾不點名

「批評」，「真有點受寵若驚」，
「竟然在鬍鬚曾眼裡，何君堯在立法
會內與記者一起扮演第四公權，拍攝
『泛統』搗亂議會過程，向公眾揭示
『泛統』的醜態，就是『幼稚的行
動』，我心諗，如果他不是誇張，就
肯定是有問題了！」
何君堯仲指出，鬍鬚曾當年做財爺

嘅時候，都批評過嗰班「泛統」議員
係「盡情破壞」香港嘅人，「如今他
卻反唇相稽批評那些撥亂反正的人是
破壞者！不禁令人懷疑，究竟是他變
得糊塗，還是他本質就是如此呢？無
論怎樣，我們慶幸他當不了特首，否
則香港的穩定繁榮危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着
「瀆誓四丑」之一的劉小麗放棄就法庭裁
定她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一事上訴，特區
政府亦應就九龍西區懸空的立法會議席進
行補選。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昨日表
示，正積極籌劃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希望
按法例、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量在6個
月內舉行，但要考慮客觀及實務情況，尤
其是所牽涉的場地問題。
馮驊表示，有關九西補選一事，一有決
定會盡快公佈。現時尚有新界東一席，因
為社民連「長毛」梁國雄仍在上訴，故未
塵埃落定。被問及會否等新界東一席一併
舉行補選，馮驊回應指，有關的司法程序
未完結，仍是未知之數，故目前會先着手
處理九西補選。

李慧琼：新東或可一併補選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認為，從審慎使用

公帑及令社會資源更有效運用，合併新
東一席一併補選是較適合，但如果選管
會檢視法例後，認為有條件進行補選，
他們亦會按選管會所訂的時間去進行準
備。
至於建制陣營會如何部署選舉，李慧

琼表示，現時言之尚早，要待補選相關
日期定下來後，建制各黨派就會進行協
調，如果九西補選即將進行，他們亦會
加速協調工作。她坦言，協調並不容
易，民建聯固然有在區議會鍛煉多年的
年輕人，有條件可以參選，但不同政黨
亦有年輕人期望可以透過參選去服務市
民，故大家會努力協調，找出適合的候
選人，打好選戰。

反對派「欽點」惹內訌
反對派陣營方面，劉小麗拒回應自己

會否參選。不過，劉小麗一度「欽點」
工黨李卓人為Plan B，引起民協馮檢基
的不滿，直斥其做法不民主，劉小麗昨
日亦承認，反對派內部未有共識，但同
時「打開口牌」稱反對派內部較傾向早
前「香港眾志」周庭被DQ後的「欽點」
模式。
另外，昨日有記者向馮驊提問主張「結

束一黨專政」的人能否參選，馮驊指，參
選資格由選舉主任決定，選管會沒有職能
決定提名是否有效，亦不會評論。

港鐵應速補牢 開誠布公釋疑

屈建制亂議會「黃鬚」自打臉 馮驊談九西補選：
冀半年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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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在fb
發文反駁曾俊
華謬論。

fb截圖

■陳恒鑌 資料圖片 ■盧偉國 資料圖片 ■梁志祥 資料圖片 ■何啟明 資料圖片

■許智峯在搶手機事件後，曾一度認低威，並鞠躬致歉，但至近日氣焰「重燃」，
更口出狂言，聲言要以法律追究政府的「違法行為」云云。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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