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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島發生撞船海難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深夜趕赴

香港瑪麗醫院，探望撞船事件中的受傷者。李剛表示，

「因公出差在京的中聯辦主任彭清華高度關注此事，他

全權委託我，全權協助處理相關事宜。」離開醫院後，

李剛副主任立即返回辦公室，與廣東省有關部門聯繫，

爭取以最快的速度派出打撈船舶協助香港特區政府。中

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機構，李剛探望海難受傷者

和要求廣東省以最快的速度派出打撈船舶協助香港特區

政府，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海難事故非常關心。

中央對海難的關心使香港社會感受到溫暖
香港海難發生後，中央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習近

平作出重要批示，指示特區政府全力做好失蹤人員搜

救、受傷人員救治及其家屬的撫慰等工作，要求國務院

港澳辦、中央駐港聯絡辦、交通運輸部及其海上搜救中

心等部門全力配合香港特區政府做好有關工作，提供所

需的一切協助，並對遇難者家屬和受傷人員表示親切慰

問。中國海上搜救中心協調指揮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和

交通運輸部所屬南海救助局的專業救助船舶，全力協助

香港搜救沉沒輪渡失蹤人員。

中央領導人的關心和內地的支持，使香港社會感受到

溫暖。社會各界人士和輿論指出，這次香港海難如此嚴

重，中央的關心和內地的支援，顯示香港與內地血脈相

連、休戚與共和互相扶持的關係。本港輿論也指出，就

等於別國發生災難，世界各地都會「提供一切救援力

量」，我們只會視之為「關心」，而不會理解為「干涉內

政」。李剛副主任的行動，正常的理解就是「一國兩制」

下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和支持。

反中政客以政治代替良知毫無人性
但是，少數反中政客在 「十一」當日，舉起港英殖

民時代「龍獅旗」前往中聯辦門外挑釁，叫囂「中國人

滾回中國去」、「香港要獨立」、「香港感謝英國」等荒

謬口號。第二、三天又對李剛副主任探望海難受傷者和

要求廣東派出打撈船舶協助特區政府，誣衊為「高調插

手港政務」、「破壞一國兩制」，聲稱香港發生海難「與

中聯辦何關」。這不但暴露少數反中政客策動「去中國

化」已是圖窮匕見，而且暴露了他們以政治偏見代替良

知，毫無人性和極度冷血。

公道自在人心。有市民抨擊：「世上任何地方發生災

難，只有八方關切，不會有人乘機渾水摸魚幹無良勾

當，呢 人比人渣還人渣！」許多網民對冷血政客義憤

填膺，憤怒抨擊。有網民怒批：「全城悲慟，唯有泛民

政客逆天道而行，做反中政治文章，佢 午夜夢回，當

捫心自問！」 有網民指出：「泛民政客成日攪亂香

港，仲要反對李剛關心撞船事故，唔好犯眾憎啦 。」

有網民批反對派喉舌記者質問梁振英，是否因中聯辦副

主任李剛到醫院探望傷者才跟 前往的問題，是「無

聊、垃圾、不尊重，以及惹人討厭」；同時，更有網民

直指反對派喉舌「有心抽水」、「成日政治陰謀」。

中央一貫關愛港人和維護香港福祉
個別反對派政客還蠱惑人心說，李剛突然宣佈要內地

救援船隻來港，不但是「抽水」，也是漠視「一國兩制」

云云。這種「政治陰謀論」罔顧事實。事實上，粵港兩

地早已訂立海上互相救援機制，這次是香港數十年來最

大的海上意外，廣東第一時間安排船隻協助，是按需要

啟動機制。對於要求4艘廣東打撈船到港協助，特首梁

振英也解釋是因人命攸關，要「調動一切可調動的力

量」，又重申內地船隻只是提供「候命」支援，即使要

動用亦是由特區政府指揮。

社會各界人士和輿論指出，過往香港有重大事故，例

如菲律賓人質事件

等，中央都表示關心

和提供幫助，這次海

難如此嚴重，中央表

示關心和提供幫助，

不僅完全無可非議，

而且香港社會應歡迎和感謝，這完全是人之常情、理之

通則。鄰里相幫，猶有答謝，鄰國相助，亦致謝忱，更

何況香港與國家唇齒相依、休戚與共，兩地同胞血脈相

連、血濃於水，中央領導人及中聯辦對香港海難的關心

和救援支持，是中央一貫關愛港人和維護香港福祉的體

現，是「一國兩制」優勢的體現，豈可被少數反中政客

妖魔化！

反中政客企圖綁架香港抗拒和疏遠國家
少數反中政客無視國家對香港的巨大支持，竟然誣指

國家在香港推行「殖民管治」，為的是要「榨取香港人

利益」；對香港經濟復甦作出巨大貢獻的「個人遊」，

被少數反中政客誣衊為「染紅香港」，要叫停「個人

遊」，並借抗議水貨客亮出「中國人滾回中國去」的牌

子；少數反中政客發起所謂「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被扣上「割地賣港」、「富豪雙非

城」、「深圳後花園」、「香港被規劃」等大帽子，凡是

有關兩地合作與融合的政策，少數反中政客必定設法阻

撓。少數反中政客公然以「香港自治運動」為招徠，舉

起港英殖民時代「龍獅旗」在遊行集會人群中煽動「反

回歸」，如此赤裸裸搞「去中國化」，其禍港殃民之心已

暴露無遺。

香港這次海難如此嚴重，中央表示關心，中聯辦負責人探望傷者，聯絡救援，不僅完全無可

非議，而且香港社會應歡迎和感謝。這完全是人之常情、理之通則。鄰里相幫，猶有答謝，鄰

國相助，亦致謝忱，更何況香港與內地唇齒相依、休戚與共，兩地同胞血脈相連、血濃於水。

中央對香港海難的關心和救援支持，是中央一貫關愛港人和維護香港福祉的體現，是「一國兩

制」優勢的體現，豈可被少數反中政客妖魔化！少數反中政客策動「去中國化」，從「反國

教」、「反中反赤」、「抗殖」，到誣衊、攻擊和反對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和支持， 已經進至反中

反回歸，他們企圖綁架香港社會抗拒和疏遠國家，企圖使「去中國化」成為香港發展的桎梏。

這嚴重危害香港福祉，香港人豈會被少數反中政客瞞騙騎劫！

中央關心血濃於水 豈能被反中政客妖魔化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台北涉打馮煒光
黃毓民被控侮辱

今年1月13日約2時，「人民力量」與
民主黨的考察團在台灣觀選期間在

台北的中國國民黨總部相遇。馮煒光當日
在其facebook上載了一張面頰腫脹的照
片，並稱兩個考察團相遇時，黃毓民首先
大罵在場的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又高聲
大叫「馮煒光 邊」，馮即時回應「我
度」並欲與黃握手，但黃毓民拒絕，更一
拳揮向他的面部，令其眼鏡即時飛脫，並
大罵馮在其facebook上的留言，提及「黃
的兒子在內地被捕」是「禍不及妻兒」，
隨後再次揮拳，令他右邊面頰受傷。

互有黨員稱受傷
據馮煒光稱，在混亂中兩名民主黨成員

亦被打傷，而與黃毓民同行的一名女子亦
聲稱受傷，事後躺在地上大哭。
馮煒光於凌晨持醫院驗傷報告到台北中

山分局派出所報案，控告黃毓民涉嫌傷害
罪。在返港後，他再到警署備案。民主黨
則於事後發表聲明，譴責黃毓民的暴力行
為，指這種野蠻行為令港人蒙羞，並促請
台灣當局從速將違法者繩之於法。
黃毓民當時否認毆打馮煒光，指雙方只

是口角推撞，反指兩名「人民力量」成員

在事件中被打傷，認為有人蓄意抹黑他及
「人民力量」，會保留追究權利。「人民力
量」則發表聲明，批評有人「惡人先告
狀」，指該黨在場的兩名成員分別被馮的
「身邊人」推跌倒地及以腳襲擊。

北檢傳召未到庭
今年3月初，馮煒光接獲台北地檢署通

知，指案件已列為「傷害案件」處理，並
邀他到台北法院作供。馮作供後，北檢多
次傳召黃毓民，但對方一直無到庭，令事
件一直膠 。今年8月，馮到台灣的法務
部陳情，要求當局依法通緝黃毓民。黃毓
民的助理當時回應指，馮煒光的陳述失
實，黃毓民將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直至昨日，事件終於有新發展：據台灣

「中央社」報道，北檢於昨日決定以「公
然侮辱罪」起訴黃毓民，未有涉及毆打等

指控。起訴書中指，60歲的「黃姓議員」
於今年1月13日下午，在台北市八德路上
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參觀時，因不滿另
1名香港地區南區「馮姓議員」，在臉書上
提到黃的兒子遭內地公安逮捕，因而涉嫌
以廣東話「三字經」辱罵馮。北檢偵辦
後，昨日將黃男起訴。

倘罪成或失議席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立法會議

員在7種情況下會被立法會主席宣告喪失
議員資格，包括「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內
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
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
二通過解除其職務」，就算未有被判囚，
只要「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
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二通過譴責」，亦會被
褫奪議員職務。

陳維安全球取經研收緊「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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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爭 仔死撐團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將

於下周三復會，各委員會的正、副主席職
位花落誰家備受關注。反對派昨日召開
「飯盒會」後稱，他們一致支持公民黨黨
魁梁家傑競選立法會主席，挑戰競逐連任
的原主席曾鈺成，民主黨劉慧卿會競逐連
任財委會主席，同時會「團結支持」公民
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競選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主席。在內務委員會主席方面，
「飯盒會」召集人何秀蘭稱，她和湯家
驊、李國麟均有意競逐，故目前未決定反
對派代表人選。

梁家傑硬撼曾鈺成
反對派昨日進行「飯盒會」，討論今屆立

法會各個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人選，何秀蘭
於會後表示，反對派將支持梁家傑競選立
法會主席，挑戰競逐連任的曾鈺成。梁家
傑稱，自己會盡力參加這場角力，並預告
與曾鈺成的競選演講內容：「曾鈺成議員
在第四屆立法會臨近尾聲的時候作出了一
些很具爭議性的決定，包括行使議事規則
第九十二條究竟有沒有超越作為主席應該
行使權力的範圍。又或是在今天不義的立
法會制度裡，如何可以確保一些拿 55%
選民支持的議員可以在這個制度之中有足
夠發言機會，這些都是我和建制派候選人
競逐立法會主席時必定會提出來的。」
同時，反對派各黨派支持郭榮鏗競選司

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其餘各個委員

會的人選，包括內務委員會則仍未定案。
何秀蘭聲言，有多於一人想做同一個崗位
的情況經常會發生，並非代表反對派不團
結，又稱他們已集齊所有「飯盒會」成員
的意向，稍後會與建制派協調，並希望明
天早上的「飯盒會」進一步商討。有意與
何秀蘭同時競逐內會主席的湯家驊亦稱，
反對派多人有意擔任內會正、副主席和反
對派團結與否無關：「我們這麼多人去選
立法會(議員)，難道我們又不團結嗎？」
另外，何秀蘭又稱，未來4年的「飯盒

會」召集人會由民主黨、公民黨、工黨加
街工的梁耀宗，民協的馮檢基，以及范國
威、梁繼昌、葉建源、莫乃光、李國麟6
人輪流「做莊」，每組任期1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的
特首及政府民望調查顯示，特首梁振英最新的支持度評分為46分，
較1個月前下跌0.5分，但在具體政策範疇上，有26%受訪者對特區政
府改善民生表現感到滿意率，大增12個百分點，同時有26%巿民滿意
特區政府表現，較前升4個百分點。
港大民研計劃於9月18日至27日訪問了1,037名香港巿民，指有33%

受訪者支持梁振英出任特首，50%巿民反對梁振英出任特首，支持率
淨值為負17個百分點，與上次調查相同。
調查又問到巿民對特區政府的5個施政範疇的滿意程度，包括處理

與中央政府關係、維持經濟繁榮、維護人權自由、改善民生及推行
民主步伐，5個範疇的滿意淨值均錄得負數，處理與中央政府關係一
項更首次出現負值，跌至負2個百分點，是調查自1997年7月開展以
來的最差數字。

管治班子評分微升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昨日亦公布於9月21日至25日的民意

調查結果，受訪的755名市民首次給予梁振英不合格評分：平均評分
為48.8分，較8月調查下跌1.2分。17.9%滿意特區政府表現，較8月下
跌0.6個百分點；表示不滿意的有36.4%，上升1.6個百分點。而管治
班子的整體平均評分為46.4分，較8月份微升0.4分，惟仍處於不合格
水平。
在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方面，21.7%受訪者表示信任特區

政府，表示不信任的則有32.2%；同時，20.5%表示信任中央政府，
稱不信任者佔37.2%。
調查發言人認為，特區政府應多加關注民意變化，否則持續低民

望的局面將難以扭轉，會影響有效管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教育局副
局長陳維安轉換跑道，接替告別22年議會生
涯的吳文華出任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在首
個工作日與傳媒暢談任內大計，強調未來最
重要是掌握好議事規則，及繼續處理上屆議
事規則委員會的幾項議題討論，探討應否在
委員會審議階段限制議員無限次發言。目
前，立會秘書處正搜集資料作全球性研究，
並會借鑑外國處理「拉布」的經驗，未來會
繼續不斷更新，盡快提供委員會作參考及討
論。

首要處理議員宣誓
在上周六正式履新的陳維安，昨日首次會

見傳媒。陳維安說，自己上任後首要處理
的，是下周三的議員宣誓儀式，確保符合法
理依據及依足程序需要。由問責團隊投身立
法機關，他坦言，自己最初申請應徵秘書長
一職，是考慮到行政立法會機關同年換屆是
「廿年一遇」，而到2020年立法會亦會全面普
選產生，估計議會未來幾年面對很大的改
變，故希望有機會參與其中。
被問及他出身問責官員如何保持中立時，

陳維安表示，前兩任的立法會秘書長均屬政
府出身，自己有信心以專業態度保持政治中
立，為立法會主席提供議會運作的中肯意
見，並與各議員繼續保持互信，「我從無擔
心身份有不適合，甚至是好難調整心態，尤
其是好多連任議員，（與我）都經過長時間
的合作及地區接觸，早前跟新 議員也有傾
有講，有信心可以跟議員保持良好溝通及保
持互信，期望大家往前看，各自在不同崗位
做好服務」。
他期望，大家給予他時間及空間，讓他採

取個人處事方式去解決問題，又笑言自己早
在面試前已經熟讀《議事規則》，期望未來
跟秘書處緊密溝通，適當應用及掌握《議事
規則》。

寬鬆態度應對示威
就反對派早前策動反國教集會，曾任教育

局副局長的陳維安拒絕評論事件，強調「放
低就是放低」，「我早在以前的崗位，都不
會話當年，在當前崗位同樣不會評論行政機
關工作」。就日後會如何處理包圍立法會等
示威，陳維安坦言，最重要確保大家擁有和
平理性表達的平台，並會以寬鬆態度處理示
威。
立法會秘書長任期至2015年結束，被問到

屆時會否考慮重返政府，陳維安未有正面回
應，但指出現階段暫時未有下一步的計劃，
希望有機會見證2020年的立法會普選，「現
階段好難話作出任何實質的具體承諾，不同
階段不同機會，至於距離我退休年期僅剩10
幾年的事，加上昔日的立法會亦無問責官員
先例，從事政圈工作多年，明白到政壇充滿
好多不明朗因素，從政生涯更是無常規，現
時一切言之尚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沙田區議
會鞍泰選區補選的選舉主任昨日再接獲1份
提名表格。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中落敗的陳國

強報名參選。
截至昨日共有5人報名參加鞍泰選區補

選，其他已遞交提名者包括民建聯的招文
亮，民主黨的游月華，「新民主同盟」的陳
珮明，及報稱無政治聯繫的蘇達良。

鞍泰補選再多一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於

今年1月13日在台灣考察「總統」

大選時，涉嫌在台北國民黨總部打

傷時任民主黨中常委的南區區議員

馮煒光。據台灣「中央社」報道，

是案經台北地檢署偵辦後，昨日依

「公然侮辱罪」起訴黃毓民。
■圖為時任

立法會議員

的陳茂波，

在黃馮衝突

時隔在兩人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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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正

式履新的陳

維安，昨日

首次會見傳

媒。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組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