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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洋狀唱衰修例
陳老太背棄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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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意見
電訪問題

調查結果

是否支持陳方安生訪美之行？
■「完全不支持」及「不太支持」 53%
■「非常支持」及「比較支持」

24%

陳方安生等人不應到訪外國政府，要求
國際社會干預香港事務？
■「非常認同」及「比較認同」

46%

■「完全不認同」及「不太認同」 32%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鄭治祖）「
）「禍港四人幫
禍港四人幫」
」之一的陳方安生早前與公民黨郭榮鏗及
之一的陳方安生早前與公民黨郭榮鏗及「
「專業議
政」莫乃光跑到美國
莫乃光跑到美國「
「告洋狀
告洋狀」，
」，抹黑
抹黑《
《逃犯條例
逃犯條例》
》修訂工作
修訂工作，
，行為令香港市民為之不齒
行為令香港市民為之不齒。
。香港

美國政界經常對香港政制發展發表評論

研究協會近日就有關議題作電話訪問，
研究協會近日就有關議題作電話訪問
，結果顯示
結果顯示53
53%
%受訪市民不支持陳方安生訪美之行
受訪市民不支持陳方安生訪美之行、
、46
46%
%人

是好還是壞？

認為有關人等不應要求國際社會干預香港事務，
認為有關人等不應要求國際社會干預香港事務
，而多數市民都贊成修訂
而多數市民都贊成修訂《
《逃犯條例
逃犯條例》。
》。有政界人
有政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
，陳方安生之流甘當外國勢力的棋子
陳方安生之流甘當外國勢力的棋子，
，將自己阻撓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的意見「
法施政的意見
「出口轉內銷
出口轉內銷」，
」，勾連外國勢力干涉香港內部事務
勾連外國勢力干涉香港內部事務。
。
港研究協會於本月 3 日至 10 日展開
全港性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
問了 1,073 名 18 歲或以上市民，了解他們
對事件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53%受訪
者「完全不支持」及「不太支持」陳方
安生訪美之行，只有 24%人表示「非常
支持」及「比較支持」。

香

逾半市民不支持陳訪美行
同時，有 46%受訪者「非常認同」及
「比較認同」有關人等不應到訪外國政
府，要求國際社會干預香港事務，而表
示「完全不認同」及「不太認同」的佔
32%。55%人認為美國政界經常對香港
政制發展發表評論的做法，對香港「壞
處 多 些 」 ， 僅 得 25% 認 為 「 好 處 多
些」。
另外，55%受訪者認為有關人等要求美
國關注香港「一國兩制」及人權狀況的

做法，「會」間接幫助美國政府以香港
事務制衡中國，而認為「不會」的則佔
23%。
至於陳方安生等人希望外國勢力發聲
干預的《逃犯條例》修訂，有 45%受訪
者「贊成」修例，「不贊成」的為
35%。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調查結果
顯示多數市民對陳方安生和兩名「民主
派」立法會議員到美國會見政界官員之
行持負面態度。協會促請有關人士不要
逆民意而行，認真檢視有關行為給香港
帶來的負面影響，避免再有類似行為發
生。

陳曼琪促詳細交代會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指出，修例
工作是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任何討論
也應留在香港社會內討論，並非跑到海

外大肆抹黑。她指出，陳
方安生作為特區政府退休
高官，曾掌握很多敏感資
料，而其餘兩人又是現任
立法會議員，質疑他們
「告洋狀」的行為有違當
■陳方安生越洋告狀
陳方安生越洋告狀，
，唱衰抹黑香港
唱衰抹黑香港，
，行為
日就任時的宣誓承諾，即
令人反感。
令人反感
。
調查顯示，
調查顯示
，
逾半市民不支持其訪
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
美之行。
美之行
。
同時嚴重破壞「一國兩制」，故有
資料圖片
關人等應再詳細交代，向美國私下
討論了什麼東西，對香港帶來何種程度 市民已經拆穿反對派的把戲，反對派要
損害。
看清民意，不要再與主流民意為敵。

何啟明批妄圖施壓特區

陳振英批視民意為無物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反對
派議員經常往歐美國家唱衰抹黑香港，
企圖將自己的意見「出口轉內銷」，勾
結外國勢力向香港特區政府施壓，成為
外國勢力打壓中國的棋子。他又指出，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陳方
安生之流嘴上說要聽取民意，實際行動
上卻視主流民意為無物。廣大市民支持
修訂《逃犯條例》以彰顯公義，反對派
聽得進嗎？！

過，普伊格德蒙特明顯不知就裡無的
放矢，聲稱要對「被重判」的「香港
雨傘革命活動人士」表達支持，並且
與他們「團結與共」云云。黃之鋒隨
後就在其 facebook 轉載有關帖文。

陳勇：
「獨」心表露無遺

■陳勇

資料圖片

■盧瑞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法
庭近日裁定「佔中九男女」罪成，並
將於下周三判刑。連日來，反對派就
勾連外國勢力屢屢就事件向特區政府
施壓。曾單方面宣佈「獨立」而被西
班牙通緝的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
政 府 前 主 席 普 伊 格 德 蒙 特 （Carles
Puigdemont），上周六晚在 Twitter 以
繁體中文發帖，聲稱支持「佔中九男
女」，並與他們「團結與共」云云。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河童）
「如獲至寶」，昨日凌晨急急轉發該

資料圖片

■何俊賢

資料圖片

帖。多名政界及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黃之鋒公然
與外國分離分子勾結，再一次證明
「香港眾志」黃之鋒之流，不管用什
麼美麗謊言和幌子進行包裝，都難改
其散播「港獨」本質，市民要識破其
真面目。

「加獨」流亡犯妄論
「佔」案
普伊格德蒙特的帖文稱，今次「佔
中九男女」被判罪，為民主與言論自
由「再次遭到了攻擊，踐踏」。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指出，正所謂「物以類聚」，前
年 10 月普伊格德蒙特在西班牙推動加
泰隆尼亞「獨立公投」，被西班牙政
府控以干犯叛亂和貪污等罪名，更發
出歐洲通緝令，證明西方國家本身也
不容許破壞國家領土完整的事情，而
普伊格德蒙特搞亂西班牙不被國民所
接受，現又把手伸到香港。
他批評，黃之鋒等人「如獲至
寶」，與普伊格德蒙特來一個大合
唱，正正暴露了他們「獨立」之心不
滅，無論以什麼手法包裝，最終「獨
性」毫無改變。
他並質疑，普伊格德蒙特以中文發
帖，背後或有「幕後黑手」指指點
點。

劇團「玩命」捧長毛 劣評形象冇得救

要幾睇唔開先會去捧個
(3 連「飯民」都想放棄嘅政
圈人物？話說社民連「長

毛」梁國雄之前同年輕網
民鬧交，仲鬧出「我×你
班蛤蟆呀！你有票？我唔要呀！」「除
咗喺呢度打×機之外，你班蛤蟆仲識做
乜？」嘅金句，咁就同埋「飯民」連輸
兩次立法會補選個勢一齊插水，「飯
民」大台仲一度開聲唔想畀長毛選。
唔知係咪因為咁，最近網上時不時就有
啲長毛嘅吹水宣傳，講到佢好有堅持、

▲唔少網民恥笑長毛嘅時候，都貼出香港文匯報之前嘅配圖。

網上圖片

◀買位落廣告都幫唔到長毛洗底，唔知佢仲有咩打算呢？

網上截圖

好偉大咁，嚟緊仲有套關於佢嘅劇上
。之不過，網民都唔係咁易氹，好多
人起勢喺嗰啲 post 度留返長毛嘅金句去
潤佢，想重建形象，睇怕都比想像中難
嘞
。
話說舊年 11 月立法會九龍西補選期
間，待業長毛成日都喺網上同年輕網民
鬧交，除咗用上述兩句金句鬧人，幫工
黨李呃人（李卓人）趕客之外，其後
「飯民」正式輸埋，大家都想扮尊重
「本土派」意見時，長毛繼續發功話
「唔想道歉」，仲寸班「焦土派」：

「覺得輸咗個選舉仲好嘅，咁我有咩辦
法？」鬧網民之餘，長毛仲鬧埋自己
人，曾經喺網台節目勸長毛唔好再「×
票」嘅「社區前進」成員林兆彬，就俾
對方 on air（直播）狂鬧成 6 分鐘，其
間林兆彬成隻鵪鶉咁，都咪話唔陰功。

網民回帶趕客金句
呢啲精彩言論同畫面仲咁記憶猶新，
要洗底真係好有難度，但偏偏呢個世界
就係有勇者。有個叫做「一條褲製作」
嘅劇團嚟緊就會做一套《一個人的政

盧瑞安：施壓法官之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亦表示，
黃之鋒等「港獨」分子，繼早前「五
獨」合流之後，今次更與外國分離勢
力勾結，做法愈來愈離譜。普伊格德
蒙特違反西班牙法例，推動加泰隆尼
亞所謂「獨立公投」，破壞西班牙社
會穩定，最終被西班牙政府控以干犯
叛亂和貪污等罪名，相信黃之鋒等人
不會不知道此人的行徑。在此人聲言
要「與他們團結與共」的時候，黃之
鋒積極回應，廣傳有關帖文，為「佔
中九男女」搖旗吶喊之餘，更有向法
官施壓之嫌，此舉並不恰當。

何俊賢：禍國
「蛇鼠一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有
關人等簡直是「蛇鼠一窩」，他們所
做的一切，均是以分裂國家為最終目
的。作為西班牙人的普伊格德蒙特，
刻 意 以 中 文 在 Twitter 帖 文 ， 令 人 相
信其背後與反對派背後有共同的推
手。

治：長毛》嘅劇，雖然劇團方面都戴咗
頭盔話「無意造神立傳」，只係想講佢
哋眼中嘅長毛，但都引嚟唔少人寸爆留
言
。
唔少人都各自講返自己眼中嘅長毛出
嚟，包括貼返長毛句「我×你班蛤蟆
呀！你有票？我唔要呀！」嘅金句圖，
亦有人係咁講「入錢，入錢，入錢」。
仲有啲鬧得勁啲嘅，就俾劇團刪咗。
「一條褲製作」話︰「由於部分回應內容
涉及粗言穢語，作出人身攻擊及侮辱性言
論 ，因此相關回應已被刪除。請各位互
相尊重，作理性交流及討論。」「Herman Kwok」就精警回憶起長毛成日爆粗
侮辱人︰「甘（咁）係咪要刪埋主角？」

「黃媒」
硬銷惹人厭
《立場新聞》上都有人買位唱好長毛
同宣傳呢套劇，不外乎都係講下佢有堅
持、有理念，總之就有「個人政治魅
力 」 啦 。 「Alfred Chum」 留 言 話 ︰
「真係識嘅笑死、唔識嘅嚇死。」
「Adam Leung」就好努力咁引述文章
重點話︰「本文為贊助內容。」「Jeff
Li」就似乎俾呢啲廣告煩親︰「點呀？
講佢既（嘅）舞台劇果（嗰）套票房係
咪好告急呀？ 成日宣傳呢個今日只係
識叫人入錢，×票，亂咁鬧人嘅過氣老
人做乜×野（嘢）呀？」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55%

■「好處多些」

25%

要求美國關注香港「一國兩制」及人權
狀況，會否間接幫助美國政府以香港事
務制衡中國？
■「會」

55%

■「不會」

23%

是否贊成修訂逃犯條例？
■「贊成」

45%

■「不贊成」

35%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記新老交棒 齊迎六大任務

河童轉發「獨」文 政界批「獨性」不改

■「壞處多些」

民建聯剛剛選出兩
年一屆的新領導層。
從 2015 開始，民建
*
聯的年輕人先後從前
輩手中接棒，現在所
有常委都是由新一代擔任，平均年齡只有
44歲。
總結過去兩年發展，在各位常委、中
委、區議員、會務顧問和支持者的共同努
力下，民建聯取得了三個突破。在選舉方
面，3．11 立法會補選中鄭泳舜打破了單
議席選舉不能勝的迷思。之後區議會佳曉
選區的補選，以至我們全力支持陳凱欣參
加去年11月的立法會補選，均取得勝利，
進一步鞏固了議會內的愛國愛港力量。第
二個突破是在會務發展方面，民建聯扎根
地區，今年整體會員人數首次突破了 4 萬
人，全港18區設立超過180個辦事處服務
市民，邁向「梗有一間在左近」的目標。
第三個突破是在網絡宣傳方面，民建聯
facebook專頁今年超過了4萬個like，並且
成立了多媒體辦公室，緊貼社情民意。
展望未來，民建聯新一屆領導層有六個
主要任務。



堅守「一國兩制」籌辦國慶活動

首先，我們要繼續堅守「一國兩制」，維
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堅決反對破壞社會
繁榮穩定的行為，尤其是那些鼓吹「港
獨」、「自決」的分離主義行為。我們也會
加強向國際社會宣傳「一國兩制」成功落實
的情況，抗抹黑，消誤解。
其次，我們要積極推動香港社會的人心回歸工
程。今年是國慶70周年，我們已成立工作小組，籌
辦多項活動，促進市民對國家的認識和認同。我們
也會在立法會堅守崗位，做好國歌條例的立法工
作。

深研灣區建設 聚焦青年工作
第三，我們要積極推動香港社會各界參與大灣區
發展。我們已成立了大灣區發展研究小組，已發表
有關建議書，未來在投資、就業、生活各方面提出
深化的建議。我們也會把握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框
架，與不同行業和界別加強合作聯繫，特別在法
律、會計、保險、金融等領域開拓發展機遇。
第四，我們會進一步加強青年人工作，特別要關心
年輕人的「四業」，即學業、就業、創業和置業方面
的問題，積極運用香港本地的政策措施，以及大灣區
發展機遇，為他們排難解憂。

做好議會工作 備戰年底區戰
第五，我們要將地區服務和兩級議會的工作做得更
好。我們需要不斷提高自身質素，加強對前線支部、
議員及辦事處的支援，加強政策研究、倡議、宣傳和
論述的能力，並繼續以建設性和嚴謹的態度，審議政
府的政策和立法建議。
第六，當然就是打好年底的區議會選戰，並為明
年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做好準備。
民建聯新一屆領導層會謹記會員的信任和支持，
謹記支持者的期望，在已有的基礎上承先啟後，穩
中求進，為民建聯的跨階層發展創出新的篇章。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