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等因暴

動罪成而判監後，外部勢力就接二連三借機抹黑香港的法治制度。前港督彭定

康近日再次撰文，聲稱香港《公安條例》被用作「政治用途」；有加拿大參議

員更聲言香港的基本自由被「日漸侵蝕」云云。香港各界人士批評，彭定康等

外國政客肆意貶低這些在港英期間持續實施的法律，是在與鼓吹「港獨」的反

對派裡應外合，令香港變成「無王管」的「無政府狀態」，削弱特區政府的管

治能力，各界必須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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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彭加議員抹黑香港
圖削特區管治須警惕

彭定康此前聲言香港《公安條例》被人
「政治利用」而備受批評。死心不息

的他近日再次撰文，稱《公安條例》的存
在違反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又聲言自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
希望「改革」有關條例以符合「國際標
準」，但「北京」最終拋棄了這些建議。
他聲言，很多「受人尊敬」的老人和年

輕人開腔，向外界說明香港的自治及自由
正「日漸緊縮」，「證明」有關情況值得
關注，又稱自己「仍然相信」香港法治的
未來，並相信特區政府抱同樣希望，「如
果是這樣，特區政府應該採取行動並澄
清，以確保其亞洲法治中心的地位。」
加拿大參議院人權委員會主席、自由黨
參議員Jim Munson日前則聲言，香港的

基本自由「被日復日扼殺」，加拿大政府
雖然希望成為中國的夥伴及睦鄰，但仍有
「道德責任」為港人發聲云云。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出，若說《公安條例》嚴苛，則
同樣由港英政府留下的刑事罪行條例第二
百章第二條的叛逆罪的懲罰就更重，但彭
定康從未就此說過一句話，證明他不是頭
腦糊塗，就是雙重標準。

不應以港英思維說三道四
他強調，香港已回歸祖國多年，彭定康

應做些有意義的事，不要再停留以港英年
代的思維說三道四，騷擾香港社會的安
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表示，港英政

府當年認為《公安條例》是「好東西」，
才會在香港立法，但到今天英國政客就將
之批評得一文不值，箇中的原因相信大家
都一清二楚。
他強調，香港自回歸祖國後，無論在經

濟、民生、社會等都有良好的發展，與港
英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語。彭定康等外國政
客這類滋擾行為，只是一小撮人發出的雜
音，目的是為反對派即將舉辦的「七一」
遊行造勢。

攻擊公安例圖陷「無王管」
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表示，港英政府在殖民統治時
代將《公安條例》加諸港人身上，一直到
香港回歸祖國前夕，才試圖將維持社會秩

序的法例全部抽走，是有意製造「無王
管」的危機。
她強調，隨着社會的發展、案例的累

積，《公安條例》的檢控要求越集越高，
在公正的情況下發揮維護社會安寧的作
用。彭定康等人提到的案例，被告的違法
行為已經證據確鑿，但他們就斷章取義來
作「政治討論」，只是為了自己一己的目
的。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

國表示，很多實行普通法制度的國家及地
區，都會有類似《公安條例》的法例，以
維持社會。彭定康等西方政客凡事政治
化，圖利用香港作為分裂中國的「反共基
地」，企圖通過煽動令香港進入「無政府
狀態」，及削弱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

「民陣」煽人「打游擊」朱凱廸陳志全縮骨匿街檔

■彭定康與
Jim Munson
接連干預香港
事務，與梁天
琦等「獨人」
裡應外合。
圖為英國政客
組成的「香港
監察」網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明報》
前總編輯劉進圖近日撰文，指稱全國政協副
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月「高姿態論
政」、「指點江山」，包括批評反對派、出
席「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活動等，更
陰謀論地揣測他是在「圖謀」什麼。梁振英
昨日在facebook發帖反駁，指自己是因《蘋
果日報》滋擾他及歷任特首家人、反對派繼
續纏擾「UGL事件」而被迫「高姿態」，
更質疑身為傳媒人且有家室的劉進圖，既不
反對《蘋果》高姿態滋擾歷任特首家人，卻
反過來說他「高姿態論政」，並不公道。
梁振英在帖文表示，劉進圖日前撰寫題為

《前朝官員指點江山意欲何為？》的文章，
他本來以為是指前港督彭定康，細看下卻發
現對方先針對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
有關特區終審法院要面對政治角色的文章，
然後再質問他。
他批評，劉進圖在文中稱邵善波是「中共
在香港長期栽培的政治代理人」，但身為英
國代理人的彭定康卻可以來港演說，接受全
港傳媒採訪，高調評論香港問題，反問為何
邵善波不可以發表文章。
梁振英並引述劉進圖文中稱邵善波「高調

議政」，「與他如出一轍」，但他事前並不
知道邵善波的有關觀點，甚至連對方撰文也
不知道，更反問對方只是發表文章到底有多
高調。

遭劉進圖屈與邵善波「同謀」
他強調，自己的「高姿態」是被動的，因
為《蘋果》上月將其妻和另外3名歷任特首
的配偶作為徵求「爆片」和「爆相」的對
象，自己不能不還擊，「我和家人在餐廳吃
晚飯，《蘋果》的狗仔（記者）在門口等，
然後一邊走一邊在商場拍了我們10分鐘，
路人側目。」他質疑劉進圖是傳媒人，也有
家人，對《蘋果》這種手法不反對，「反過
來說我高姿態，公道嗎？」

《蘋果》滋擾迫人「高姿態」
梁振英並提到，在過去三年多，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林卓廷等人不斷就「UGL事件」
纏擾他，今年更眾籌作私人調查，「為什麼
劉進圖不質疑林卓廷等人的動機？劉進圖應
該思考一下：為什麼DTZ（戴德梁行）的
董事局、小股東、RBS（蘇格蘭皇家銀行）
等，在傳媒多年來廣泛報道、香港立法會專
責委員會主動查詢後，都沒有反應，更沒有
檢舉或民事起訴我？」
他強調，自己對《蘋果》和林卓廷等人的
挑釁「孰不可忍」，「我日後會繼續以不同
方式加倍還擊，包括要有關人等負上刑事責
任。」
就劉進圖指稱他以「一帶一路」及大灣區

等「代言人」姿態出席公開場合，梁振英表
示，就國家發展策略建言獻策是全國政協各
級委員履職的一部分，而歷任特首每年都會
主持兩次會議，邀請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
員正式座談，聽取關於香港各方面施政的意
見。
梁振英直指，如果劉進圖不同意邵善波的

觀點，或對他反擊《蘋果》等做法有意見，
可以提出其看法，「將一篇邵善波的《明
報》文章和我近月的『高姿態』串成一個
『圖謀』，是不經大腦了，也違背了《明
報》創辦人查良鏞先生辦報的宗旨。」

論政遭陰謀論
梁振英批抹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
陣」聲稱要在今年「七一」遊行時「打
游擊」，更通過《蘋果日報》宣傳他們
的10個「集合點」，惟其中多名反對
派議員口稱支持，但自己就不會去這些
集合點，而是「先」擺設街站後才中途
加入。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反
對派煽人違法，自己就縮埋一邊籌款，
一旦出事就置身事外，市民要擦亮眼
睛，認清這些人「叫人衝，自己鬆」的
醜惡面孔。

《蘋果》老點「七一」分頭遊行
《蘋果日報》前日頭版全版「報道」

「民陣」擬在「七一」遊行當日「打游
擊」，稱當日會設立10個集合點「玩
寸佢」，同時展示了一幅標註了其中幾
個「集合點」的銅鑼灣地圖。不過，
「自決派」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及「人
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口說支持，但就稱
不會在起點開始遊行，而是先擺設街
站，其後才中途加入。

反對派時事評論員黃覺岸（筆名「王
岸然」）昨日在fb發帖，批評朱凱廸
及陳志全「縮骨」，「市民『公民抗
命』插隊遊行博拉，你地（哋）縮係
（喺）檔口乞錢麽？睇怕雄仔（社民
連梁國雄）都係咁款啦！叫人爭氣自
己縮骨，仲想人捐？睇檔既（嘅）野
（嘢）留比（畀）義工得啦，正×
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反對

派經常以市民的前途，來鋪設自己的政

治前途。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們高叫「違
法達義」，煽動年輕人「衝」，但自己
和自己的子女就從來不會衝而係
「鬆」；人哋子女坐監，佢哋子女就去
海外留學、做專業人士搵大錢，和富豪
子女結婚等。

「自訂」起步點出發可被檢控
他批評，反對派議員想哄騙支持者在

「七一」遊行時違法，但自己老實不客
氣龜縮在後打點「捐款大事」，可謂將

「棄卒保帥」的戰略運用得「爐火純
青」。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指出，「民
陣」煽動參加者在10個「自訂」遊行
起步點出發，令參與者可能因違法而遭
受檢控，朱凱廸及陳志全等就不參與起
步，躲在街站搞籌款，避開犯法的可
能。他呼籲市民應遵守警方指示，合法
地表達自己訴求，並相信市民有足夠智
慧明辨是非，知道是次遊行的真正意
圖，不會上當。

反對派就立法
會九龍西補選明
則「協調」、暗

則互片，幾個大黨為咗力保工黨李
卓人（阿人）做到人稱「小麗老
千」嘅劉小麗個「Plan B」，竟然
諗出畀「小麗老千」嫁入工黨呢條
唔知乜橋。噚日有傳媒就話，工黨
已經批准「小麗老千」個「小麗民
主教室」加入做佢哋嘅團體成員，
換言之佢可以孭住工黨牌頭出選，
否則都可以根據「被DQ者及其組
織成員優先」呢個原則，由李卓人
自動做「Plan B」，連「初選」都
慳返咁話。「民主派」喎，推個
「Plan B」出嚟都唔使問其他人
喎，就連過氣「民主女神」譚香文
都睇唔過眼，質疑反對派支持者係
咪老奉要投畀個欽點出嚟嘅「Plan
B」：「你估啲票鎖喺你夾萬度
咩？」
噚日有傳媒引述消息報道，工黨

執委會日前通過「小麗民主教室」
加入做團體成員，換言之「小麗老
千」會以團體成員代表身份「嫁入
去」工黨，一旦佢喺補選中被
DQ，都可以根據早前定落嘅「被
DQ者及其組織成員優先」嘅原
則，由李卓人呢個「非民選 Plan
B」以「遞補機制」頂上。嘩，又
唔係一人一票選舉產生「Plan
B」，又擁抱「遞補」，反對派玩
回力鏢真係玩到出神入化！
報道又話，條橋係有反對派中人
諗嘅，喺政治聯繫方面孑然一身嘅

「小麗老千」亦都唔抗拒，但有工
黨中人驚死咁做會令人覺得工黨為
議席而不擇手段，反對派亦都有人
覺得一直堅持「初選」嘅民協會唔
服，而反對者亦都會以「小麗老
千」被DQ嗰刻唔係工黨成員而拗
餐飽。

譚香文質疑當選票係私產
一早離開咗反對派核心嘅過氣

「民主女神」譚香文，就喺 face-
book強調選舉從來都係鋪鋪清，即
使邊個當選之後被DQ，都唔代表
「非建制」選民要無條件支持佢，
「學『本土派』當年鬧『泛民』嗰
句，你估啲票鎖喺你夾萬度咩？」
阿「女神」仲話，比例代表制之

下，邊個拎住一成左右選票就可以
當選，其餘三四成「非建制」支持
者都唔一定咁支持嗰個人嘅政治立
場，有啲甚至係唔認同「宣誓玩
嘢」，「𠵱 家出咗事，你連一個
『初選』程序都唔搞，連『Plan
B』都要玩欽點，你當『非建制』
選民真係欠咗你班人咩？」

老馮批藉口無時間「初選」
一直堅持「初選」、但對自己係

咪退黨出選態度曖昧嘅民協
「facebook 管理員」馮檢基（老
馮），喺回覆報章查詢時亦都反駁
「小麗老千」等人以唔夠時間等原
因唔想搞「初選」：「信民主嘅
人，唔會搵唔夠時間做藉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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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麗」嫁工黨？ 阿人陰招霸「Plan B」

或者工黨李卓人
自己都估唔到，自
己都成60歲人，仲
可以俾人捧做「小
麗老千」個「Plan
B」，一個唔覺意
取代「小麗老千」
去選仲要贏埋嘅
話，更加可以逗多
年零兩年人工。不
過，佢贏到先講
啦！好似佢日前喺
深水埗落區時，就
着到好光鮮咁同清
潔阿姐接觸，講到
清潔工時薪時仲要
好似發現新大陸
咁，喂，阿哥，你
係咪做工會㗎？有
網友仲挖返海麗邨
罷工事件嚟講，提
到佢同時所屬嘅職
工盟疑似將籌款落格，咦，海麗邨都喺
九龍西喎！

着名牌衫落區被寸爆
李卓人日前落區時，着咗件Patchwork
恤衫，同清潔阿姐件工作服呈強烈對
比，而佢喺facebook個post（帖文）就更
加係政治或者選舉宣傳嘅負面教材，好
似佢提到「深水埗外判清潔工時薪$35，
多最低工資得嗰5毫子」，就俾本名黃覺
岸嘅評論員「岸伯」王岸然寸到應：
「吓……你今日忽然先知道麼？新界東
啲清潔工時薪高好多的麽？」岸伯仲留
意到李卓人件恤衫係名牌出品，係個清
潔阿姐成個星期人工咁滯。
唔少網友亦都加多一腳。「Maggie
Lau」翻職工盟舊賬：「又係李卓人……
上次海麗邨罷工，（職工盟涉嫌）私吞
了十多萬捐款。」「LR Wong」話當年
係李卓人爭取最低工資，𠵱 家又懶理。

「Shing-hong Yip」就話：「做選舉工程
都做好啲啦！」
呢個時候「人粉」亦都陸續進場，不
過就好似越幫越忙。「Acke Hullit」罵街
咁款：「成個post係搵嘢嚟講，搵嘢嚟
鬧，人哋有話唔知道新界情況咩？着咩
衫又關咩事呢？不知所謂。」
預先利申自己係工會中人嘅「蕭強」
就話，李卓人一直有爭取工人權益，奈
何能力所限，自己唔會苛責，「如有
『扔磚勇士』在此，我不為人（李卓
人）申辯，否則問問自己又如何」，即
係寸岸伯同班花生友得把口啦，但俾
「李欣樺」一句搞掂：「如果有『義
士』仲要佢出嚟認，而唔係保護佢？」
「Mark Chiu」就幫李卓人着靚衫解
圍，話件衫喺美國啲factory outlet（特賣
場）10蚊美金就買到，不過即係暗示李
卓人有錢又有假飛過去美國「濕平」
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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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認為劉進圖質疑他「高姿態論政」
並不公道。 梁振英fb截圖

■譚香文
寸主流反
對派，話
選民啲票
唔係鎖喺
佢哋個夾
萬度。
譚香文fb

截圖

■王岸然寸李卓人講清潔工人時薪市價好似講到發現新大陸
咁。 王岸然頻道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