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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欺騙國際輿論 圖侵佔釣島合法化

最近，日本厚顏無恥地在國際社會欺騙世界輿論。首

相野田佳彥於上月在聯合國大會期間大談日方對釣魚島

擁有主權的所謂「法理依據」，強調日中之間不存在爭

議。日本外務省以《關於尖閣諸島的真相》為題編纂日

本立場文件，要求其駐外使館以此為基礎向相關國家說

明情況。日本外務省要求下一年度預算增加6億日圓經

費，用來為「保衛領土」實施輿論宣傳和調查研究。日

本媒體甚至以卑劣的手段編造新聞，製造有關國家支持

日本立場的假象。日本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於本月15日

至20日前往歐洲，訪問法國、英國、德國，專門向歐洲

3個最主要的國家說明日本政府在釣魚島的立場。日本

不願也不敢將釣魚島問題的歷史真相公開原原本本地昭

告世人，對自身在釣魚島問題上的行徑不遵守國際法也

絕口不提，反倒侈談所謂「以國際法規則解決有關領土

歸屬問題」，企圖將竊取和霸佔中國領土的行為「合法

化」。

針對日本欺騙國際輿論的行為，中國應該在海外加強

宣傳，將釣魚島屬於中國的事實真相告訴天下，讓世界

不被日本混淆是非的巧言令色所欺騙，力爭在釣魚島問

題上獲更多國際輿論支持。而在爭取世界輿論和各國人

民支持方面，海外華人華僑正好施展自己在各地的政

治、經濟影響力，挫敗日本侵佔中國領土的陰謀。

二、統促會組織華人華僑保釣大行動

此次海外華人華僑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很多是由當

地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組織的，與中國政府捍衛主

權、維護領土的努力遙相呼應，發揮了重要作用。目

前，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均設有統促會，海外統促會一

般是由當地不同的僑團共同組建，是華人華僑的重要力

量。在美國的華盛頓、紐約、休斯敦、芝加哥、三藩

市、洛杉磯等地的華人華僑舉行遊行、集會，向日本駐

美使領館遞交抗議信等一系列「保釣」活動，規模從數

百人到上萬人不等，這些活動就是由當地的統促會統籌

聯絡的。

紐約的華人華僑借野田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機會，在聯

合國總部前進行示威遊行，向世界宣示釣魚島是中國不

可分割的領土。紐約統促會會長花俊雄表示：「我們在

聯合國大樓外，就是要向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表達釣魚島

是中國的領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日本政府不要因為

政治需要把釣魚島國有化，不要對中國人進行挑釁，製

造中日之間緊張的雙邊關係。」海外統促會的保釣行動

雷厲風行，效果明顯，得到華人華僑社會的高度肯定。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名譽會長許嘉璐對海外五大洲的統

促會採取各種形式抗議日本非法「購島」的愛國行動表

示衷心感謝。他希望海內外中華兒女團結一心，共同維

護國家領土完整，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和尊嚴。

三、多管齊下向世界昭告釣魚島爭議真相

眾所周知，美國是日本的「主子」，日本侵佔釣魚島

仗的就是美國的撐腰。如今，美國華裔人口達到363.9

萬，佔亞裔人口22.2%。如此龐大的選民群，對大選有

不可忽視的影響。隨 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益臨近，

影響力越來越大的華裔選民是民主共和兩黨的「必爭之

地」。美國的華人華僑應該充分運用自己的政治影響

力，促使美國不要縱

容日本。在美國居住

和工作40多年的老華

僑張一程說，「我們

必須向美國人民做大

量的工作，向他們說

明釣魚島真相和來龍去脈，告訴華盛頓的政客和官員

們，不要再幫日本鬧下去了，釣魚島問題的惡化對美國

人民是不會有利的」。華盛頓地區統促會會長吳惠秋表

示，計劃致信美國總統奧巴馬、國務卿希拉里以及國會

議員，詳細剖析釣魚島問題的歷史原委，呼籲美方正視

中國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的嚴肅立場，不要偏袒日方；同

時呼籲美方在涉及這一問題時使用「釣魚島」的英文譯

法，而非日方所用的「尖閣諸島」。

海外華人華僑需要繼續在世界各大媒體刊登廣告和文

章，大聲告訴全世界：釣魚島是中國的！日本的「國有

化」非法無效！同時，還可舉辦一系列論壇和宣傳活

動，向各國各地的人民揭露二戰期間日本殘暴的侵略行

為，並精心編纂有關亞太在二戰的歷史教材，用事實闡

述日軍侵略亞洲各國以及所犯下的反人類暴行，提醒、

教育各國人民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呼籲全世界人民

對日本侵佔釣魚島的惡行表達嚴正抗議。

今日之中國，已今非昔比，那種任人宰割的日子已經

一去不復返了。海外華人華僑持之以恆的保釣精神傳統

繼續代代相傳，共同築起捍衛國家民族利益的「無國界

長城」。

日本明目張膽意圖侵佔釣魚島，激起全球華人華僑的新一輪反日示威抗議活動，一場場針對

日本「購島」的抗議活動席捲全球，美國、希臘、意大利、德國、泰國、菲律賓、澳大利亞、

尼日利亞、坦桑尼亞等國的華人華僑，或發表聲明，或示威遊行，聯名抗議，紛紛表達捍衛祖

國領土完整的決心。海外華人華僑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很多是由當地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組織的。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均設有統促會，已成為海外保釣的大平台。海外華人華僑振臂疾

呼的行動和心繫祖國的情懷令人感動，也讓世人看到中華民族同仇敵愾、維護民族尊嚴的堅定

決心和強大力量。海外華人華僑持之以恆的保釣精神傳統繼續代代相傳，共同築起捍衛國家民

族利益的「無國界長城」。

華人華僑攜手 全球統促會是保釣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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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愛詩評法律界
包官挺有權表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

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梁愛詩早前在一學術講座上提

到香港司法機構對《基本法》認識

不深，反對派政客及傳媒即大做文

章，聲稱梁愛詩「講 」已經「損

害」香港的司法制度。今日正式退

休的特區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

昨日在回應有關言論時，強調梁愛

詩完全有資格表達自己的意見，不

能因為對方是基委會副主任，就說

她無權去表達自己的意見，「你可

以很強烈地去表達反對的意見，但

不能說她沒有表達的權利」，又強調

自己並不認為梁愛詩的言論會影響

法官的判決。

一哥外訪後公布做法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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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樑允聽民意推動IT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民意研究
計劃昨日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73%受訪者認
為香港新聞傳媒有充分發揮言論自由，較半年前的調
查上升了3個百分點，認為沒有者僅21%，並較前減
少了2個百分點，但認為香港新聞傳媒報道負責任的
受訪者比率，由半年前調查的38%，顯著下跌了7個
百分點至31%，認為報道不負責任的比率則上升4個
百分點至31%。同時，認為香港新聞傳媒有誤用/濫
用新聞自由的比率較前減4個百分點，但仍高達
59%，認為沒有濫用者為31%，微升3個百分點。

傳媒表現評分跌11百分點
是次調查於10月8日至18日進行，共訪問了1,012

人，結果發現受訪者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較今年4
月大幅回落，由69%下跌15個百分比至最新的54%，
不滿率同時由14%增至24%，最新滿意淨值為30%，
較半年前跌25個百分比，而對新聞傳媒整體表現的滿
意率淨值則為37%，顯著下跌了11個百分點。不過，
受訪者對香港新聞傳媒整體公信力的評分變化不大，
有6.16分，較半年前調查微跌0.06分。調查又指，
49%巿民認為香港新聞傳媒有自我審查，64%受訪者
認為在批評特區政府時沒有顧忌，43%認為香港新聞
傳媒批評中央政府時沒有顧忌。

48%認為電視報道最可信
在個別新聞媒體方面，分別有73%及62%受訪者主

要透過電視及報章得悉新聞，其中48%認為前者報道
的內容最為可信，後者為18%，電台則以23%排第
三；有66%受訪者滿意電視的表現，其次為電台的
54%，報章則為38%。同時，互聯網及雜誌的滿意率
分別只有33%及10%，而認為互聯網是最值得信任的
新聞渠道者更只有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於今年8月20
日至22日赴北京訪問，事前未有
透過新聞處向外公布行程，被質
疑是因「負有政治任務」而「刻
意隱瞞」。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
日在立法會上回應議員質詢時強
調，曾偉雄該次訪問北京，在取
得成果後發放新聞稿的安排，與
過往的一般做法相同，也是部門
首長一貫的做法。
街工議員梁耀忠昨日在立法會

大會上提出質疑，稱曾偉雄在今
年8月赴北京公事訪問前並未事
先公布，而事件在傳媒報道後，
對方指這是一貫做法，但有傳媒工作者就稱，政府高級官員過往外
訪時，必會預先公布，以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及傳媒的採訪權，故要
求當局交代曾偉雄是否「公然說謊」，及會否向對方採取處分。

黎棟國：取得成果後發稿
黎棟國在會上表示，各部門首長外訪的公布安排，一向由各部門

按其工作性質、情況和需要自行決定，而警務處一般的做法，是在
活動取得實質成果後才發放新聞稿的，如今年曾偉雄到訪日本，去
年到訪柬埔寨、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澳洲，均是在訪
問取得成果後發放新聞稿，是次訪京發放新聞稿的安排亦與過往的
一般做法相同，不存在所謂「講大話」的問題。
他說：「自現任處長在2011年1月上任以來，警務處曾就處長共10

次的外訪活動發放新聞稿，公布有關外訪活動所取得的實質成果，
如警方與外地執法機關就打擊跨境犯罪活動，和加強在訓練及專業
發展等方面的警務協作達成共識或合作協議，包括簽訂諒解備忘錄
或協議書等。」

葉國謙謝偉俊促增透明度
針對是次爭議，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提出，特區政府

或有需要統一公布各司局長外訪安排的標準。九龍東議員謝偉俊則
認為，是次事件反映了公眾難以得知各部門的行程公布準則。黎棟
國回應說，當局公布外訪行程的安排不能一概而論，須視乎議題會
否變更以至部分行程是否涉及磋商階段等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
播事務委員會將於本周五討
論數碼廣播（DBC）聲稱
受「政治打壓」的問題，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已答允出席。委員會主席黃
毓民昨日稱，該會已邀請黃
楚標和鄭經翰兩方的股東、
員工代表、政府官員等出席
會議，但「估計」黃楚標不
會出席。
被問及特區政府應否介

入是次事件時，黃毓民則
稱，政府唯一介入事件的
空間，是由通訊事務管理
局根據發牌條件，了解數
碼廣播有否違反相關規
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早前在
立法會大會上發表講話時，宣布短期內不會向立法
會再提交有關政府架構重組的建議，令備受業界支
持的通訊及科技局成立無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昨日在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對有
關建議在上屆立法會會期內未能表決通過感到遺
憾，但強調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將會繼續透過各種諮
詢渠道收集意見，以推動香港的通訊及科技發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及工程界議員盧偉國於

早前集合業界及立法會議員的聯署，要求當局盡快
成立通訊及科技局，但隨 梁振英宣布短期內不會
再提交有關建議，令各界深感失望。
蘇錦樑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書面回覆議員有關的

提問時表示，特區政府最初提出成立通訊及科技
局，目的是要制訂全面和有系統的資訊及科技政

策，支持發展科技基礎設施，加強協調政府、業
界、研究及學術機構在科技研發上的工作等，惟有
關建議在上屆立法會會期內未能表決通過。特首於
本月17日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時已表示，再次推動
重組方案，恐怕會重現上屆立法會拖拉的情況，虛
耗時間和精力，故決定在短期內不再提出重組架構
的建議，使得政府可以集中精力，做好其他工作。

聆聽各組織與公眾諮詢
他強調，為了能蒐集及聆聽各階層市民及業界的

意見，以回應市民及業界所關注的事項，當局在制
訂各政策及工作計劃時，一貫的做法是通過各諮詢
渠道，包括委員會、業界組織及進行公眾諮詢收集
意見，並承諾當局會繼續透過各種諮詢渠道收集意
見，以推動香港的通訊及科技發展。

反對派圖玩立會「公審」
在昨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上，多

名反對派議員均「狙擊」梁愛詩，聲稱以對方
的身份，不應「隨便」評論香港司法系統。公

民黨議員毛孟靜聲言，言論自由「並非人人平
等」，要視其角色和身份；梁愛詩是基委會副主
任，除非是私下吃飯說或「自言自語」，否則不
能隨便作評論。同黨議員郭家麒更聲稱，梁愛詩
的公開發言已「嚴重影響」香港司法制度及
「一國兩制」。民主黨代主席劉慧卿亦聲言，梁愛
詩的言論已「影響香港司法獨立」，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一定要盡快」舉行特別會議，邀
請包括梁愛詩各方相關人士解釋。

陳鑑林斥「白色恐怖」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發言時批評，梁愛詩只是

在一個大專機構上課時發表有關言論，「並非公
開講」，故無急切性，更毋須舉行特別會議，又
強調香港社會有言論自由，各人可各抒己見，倘
立法會因為梁愛詩上課時講的話，就要找相關人
士來「公審」，並不是一件好事。民建聯議員陳

鑑林更直斥反對派此舉是製造「白色恐怖」。

廖長江料對法官零影響
本身是大律師的商界議員廖長江質疑，如果說

梁愛詩在兩小時教學中的兩句說話，就會影響
到香港司法獨立，是「無限上綱」，並相信這兩
句說話對法官的影響力是零，又不認同委員會
有需要因一位基委會副主任的個人說話，就要
邀請對方出席立法會會議解釋，認為是小題大
做。
委員會最後否決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梁愛詩的

言論，但同意致函邀請梁愛詩出席委員會的例

會，又會邀請律政司司長及兩個律師會的代表
出席。

包不認同損港司法制度
被反對派譽為「人權法官」的特區終院常任

法官包致金，昨晚在最後一天上班日的司法機
構歡送儀式後，被問及有關問題時稱，不認同
梁愛詩指特區法院的法官在判案時要考慮到內
地與香港關係，重點應為「一國兩制」下的內
地與香港關係，故法官的判案「並無錯誤」，但
他強調梁愛詩絕對有資格表達自己的意見，正
如其他人也有資格對其言論表達不同意見一
樣，又坦言香港的法治不會只因為某人所講的
觀點而受到損害，而他對香港法官也有信心，
不認為梁愛詩的言論會影響香港的司法制度，
「法官並不是這樣脆弱的⋯⋯我相信時間會證明
一切」。

■陳鑑林直

斥反對派製

造「白色恐

怖」。

黃偉邦 攝

■包致金不

認為梁愛詩

的言論會影

響香港司法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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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雪芝 攝

■廖長江認

為邀請梁愛

詩到立法會

解釋是小題

大做。

黃偉邦 攝

■毛孟靜聲

言言論自由

「非人人平

等」。

黃偉邦 攝

■黎棟國強調，曾偉雄在外訪取

得成果後發放新聞稿，是部門首

長一貫的做法。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