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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搞「港獨」鐵證如山 豈能遮掩抵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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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佐洱指出有股「港獨」勢力在抬頭，可謂是鐵證如山，有目共睹。今年10
月1日，有人在中聯辦門口舉起米字旗，打出「中國不會給我們真正的自治，唯
一出路就是香港獨立建國」的牌子。美國《華盛頓郵報》刊出了所拍到的這張
照片
（見圖）
。10月12日，本港的《南華早報》刊發前港澳辦主任魯平的評論，
也配發過這張照片。一些反對派政客掀起的多起與「港獨」有關的行動，叫囂
「反共反赤」
、「擋住香港赤化」
、「反中殖」
（反對中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
、
「中國人滾回中國去」
、「香港要獨立」
、「香港感謝英國」
、「南京條約萬歲」等
「港獨」口號。「港獨」勢力如此猖狂，陳佐洱的批評有什麼錯？陳佐洱的話揭
穿和擊中「港獨」的真相和要害。《蘋果日報》和《明報》昨日竟然不約而同在
社評中對陳佐洱的批評進行指責，否認香港有人搞「港獨」
。若不是心中有鬼，
怎麼會在事實面前故意扮盲人？中華民族自古有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作為
中國的一個國民，不論身居高位還是販夫走卒，最忌賣國分裂之罪。縱觀歷史，
凡勾結外人分裂國土的賣國賊，從來都招致千夫所指，留下千古罵名。在香港，
任何人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韙頑固堅持搞「港獨」
，也不會有好下場。
■《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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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試圖將疑因經營不善而導致停播
的數碼廣播公司（DBC）事件，提升
至「政治打壓」的層面。昨晨的立法
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上，在
反對派全力「護航」下，以9票贊
成、8票反對，通過無約束力動議，
要求立法會大會引用特權法，成立專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在回應時強
調，特區政府堅決維護言論自由，但
當局不適宜也不可能擔當商業調解員
或專業仲裁員的角色，倘干預廣播機
構股東之間的爭拗，會構成非常危險
先例。

在 晨的會議上，DBC台長鄭經瀚聲言，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昨

無論DBC的股東因為甚麼理由而爭拗，在
一個持牌機構沒有按照發牌條件向公眾提供
服務、影響到公眾利益時，作為發牌機構的
政府就「有責任」跟進，又稱自己受法院的
禁制令所限，不能透露公司業務，故要求立
法會利用權力及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傳
召他作證，讓他可在特權條例保護下暢所欲
言。

反對派藉詞「政治打壓」

政府不宜干預商業 倘開先例非常危險

多名反對派議員亦紛紛附和，聲言DBC
要求立法會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為鄭經翰
提供法律意見的公民黨議員湯家驊毫不避嫌
地聲稱，自己處理商業糾紛40年，從無見過
有人「不買、不賣股份，不注資，且竭盡所
能阻止公司運作」的，故稱是次事件為「以
商業糾紛去遮掩、粉飾政治打壓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民主黨代主席劉慧卿更「未審
先判」
，引用未經證實真偽的、據稱為大股
東之一黃楚標的錄音，指DBC是因為受到
「政治打壓」而停播，並令很多巿民「受到
影響，失去選擇」
，故當局「絕對要過問」
。

鍾樹根謝偉俊質疑動議

打壓，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只會「有被告
無原告」
，浪費公帑。
蘇錦樑在回應時表示，自己於1個月前曾
與鄭經瀚及DBC行政總裁何國輝會面，鄭
經瀚向他播放了「一段錄音」
，但卻是網上
流傳版本的「節錄的節錄」
，故他不會評論
「在一個聲音檔案內某人引述他人的說話」
的問題，但強調有關錄音是於17個月前討論
聘請另一個傳媒機構的節目主持人，而該名
主持人至今仍在開咪，自由發表其意見，與
現在DBC的注資糾紛完全是兩件事，議員
應該客觀、分開看待兩宗不同的事件。

政府支持發展數碼廣播

他又重申，政府的政策一向支持數碼聲音
民建聯議員聯鍾樹根在發言時就批評，反 廣播的發展，致力提升數碼聲音廣播的服務
對派議員只根據錄音中「第二者、第三者」 水平，亦一直堅決維護言論自由，尊重持牌
的說話作出無限演繹，「是子虛烏有、道聽 機構的獨立運作和編採自主，故不會干預持
途說」
，並反問反對派各議員：「將這些事 牌機構的內部事務，尤其是次事件涉及股東
情政治化有好處嗎？解決到問題嗎？」九龍 之間因為各種原因而出現意見分歧，或就一
東議員謝偉俊亦對引用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 些管理的問題採取不同立場而出現紛爭，情
會有很大保留，坦言即使假設網上流傳的、 況並不罕見，商營機構應該自行設法解決，
經過剪輯的聲帶的內容是真實，反映的是黃 「政府不適宜也不可能擔當商業調解員或專
楚標才是受政治迫害者，既然黃沒有投訴被 業仲裁員的角色。要求政府干預廣播機構股

治，「一國兩制」根深柢固，無人可以破
壞，不應該將所有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矛盾
都同衝擊「一國兩制」扯上關係。
陳佐洱日前在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指，近
年「港獨」勢力抬頭，「好像病毒一樣蔓延
得很快」。范太強調，陳佐洱只是發表其個
人意見，而「一國兩制」不會因為一兩句說
話就會被衝擊，又強調不應將所有事都跟衝
擊「一國兩制」扯上關係，又以水貨客事件
為例，指近期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矛盾並非全
部都跟政治有關。

退休高官有言論自由
被問到反對派中人批評梁愛詩有關法官判

黃定光獲委積金諮委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半自由行」即將由11月1日開始
實施。特區政府昨日宣布，特首梁振英於昨
日委任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強積金行業計劃
委員會主席黃定光，由11月1日開始擔任強
積金諮詢委員會主席，接替於2012年6月獲
委任為特區審計署署長而辭職的前主席孫德

搞「港獨」必成過街老鼠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反對派政客搞
「港獨」
，已蔓延到凡是有關香港與內地經
「港獨」勢力抬頭鐵證如山
反對派政客圖瞞天過海
濟融合的政策、措施和發展項目，都以
「去中國化」的「港獨」行動進行破壞、
事實上，陳佐洱指出有股「港獨」勢力
一些反對派政客既要搞「港獨」
，又要
在抬頭，是鐵證如山，有目共睹。一些反 「遮遮掩掩」
，這首先暴露他們作賊心虛。 阻攔或推翻；凡是與香港回歸和國家有關
對派政客策動「去中國化」搞「港獨」
， 因為搞「港獨」完全是鋌而走險的玩火行 的一切，都肆意妖魔化。這對於香港的經
繼立法會選舉期間「反國教」之後，又掀 徑，包括港人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絕不會坐 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對於解決香港的一系
起多起與「港獨」有關的行動，包括「香 視不理。台灣陳水扁執政時，「台獨」分 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都會形成嚴重的束
港自治運動」
、「光復上水運動」
、「反新 裂活動愈演愈烈，嚴重威脅到台灣海峽地 縛和阻遏。一些反對派政客搞「港獨」嚴
界東北規劃運動」等。在這幾大行動中， 區的和平與穩定，嚴重威脅中國的主權和 重損害香港安寧和港人福祉，其真相和危
有些反對派政客揮舞港英旗幟，叫囂「反 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兩岸關係的發展和祖 害性被市民看清楚後，必將變成老鼠過街
共反赤」
、「擋住香港赤化」
、「反中殖」 國和平統一的前景。為了遏制日益嚴重的 人人喊打。
中華民族自古有云：國家興亡，匹夫有
（反對中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
、「中國 「台獨」分裂發展勢頭，維護祖國和平統
人滾回中國去」
、「香港要獨立」
、「香港 一的前景，全國人大會議以極高的票數表 責。作為中國的一個國民，不論身居高位
，表明了全中國 還是販夫走卒，最忌賣國分裂之罪。縱觀
感謝英國」
、「南京條約萬歲」等「港獨」 決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
口號。「港獨」勢力如此猖狂，陳佐洱的 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允許 歷史，凡勾結外人分裂國土的賣國賊，從
「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 來都招致千夫所指，留下千古罵名。無論
批評有什麼錯？
今年10月1日，有人在中聯辦門口舉起 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共同意志和堅定決 是抗日戰爭時期投靠日本軍國主義的漢奸
米字旗，打出「中國不會給我們真正的自 心。任何人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韙頑固堅持 汪精衛，還是今天淪為階下囚的「台獨」
分子陳水扁，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賣身投
，全中國人民也絕不允許。
治，唯一出路就是香港獨立建國」的牌 搞「港獨」
子。美國《華盛頓郵報》刊出所拍到的這
有人既要搞「港獨」又要「遮遮掩 靠外國反華勢力，企圖借外邦之力分裂國
張照片（見圖）。10月12日，本港的《南 掩」
，暴露了他們一方面知道自己的行徑 土，最後都落得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在
華早報》刊發前港澳辦主任魯平的評論， 嚴重違反《基本法》，逾越「一國兩制」 香港，任何人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韙頑固堅
也配發過這張照片。可現在卻有人否認曾 底線，嚴重危害香港繁榮穩定，並影響國 持搞「港獨」
，也不會有好下場。

范太珠姐指「兩制」無受衝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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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表示，不
認為梁愛詩和陳佐洱的言論衝擊「一國兩
制」，強調《基本法》已賦予了香港高度自

家統一和安全，另一方面卻要掩飾其「港
獨」行徑的非法性和危險性，企圖瞞天過
海，欺騙市民。

蘇錦樑：DBC股東爭拗不能管

責委員會調查數碼廣播公司（DBC） 事件涉及「政治打壓」，「影響新聞自由」，
停播事件，並提交大會討論。商務及

國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全國政協港澳 打出米字旗，說只打出了「龍獅旗」
，只
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陳佐洱24日在人民網與 是要求自治，並沒有要求「獨立」
。若不
網友交流時，有網友問及「今年國慶節竟 是心中有鬼，怎麼會在事實面前故意扮盲
有港獨分子一邊打米字旗、唱英國國歌， 人？事實勝於雄辯。一些反對派政客策動
一邊舉 『唯一出路就是香港獨立建國』 「去中國化」搞「港獨」
，公然挑釁和否定
標語牌到中央政府駐港代表機構門前示威」 「一國兩制」
，已是圖窮匕見，事實俱在，
一事，陳佐洱表示，他在香港與20多個青年 但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社評卻倒打
團體的朋友分享經歷感受時說，那面米字旗 一耙誣衊陳佐洱的言論是「對『一國兩
應放進歷史博物館，而不應該出現在街頭。 制』的公然挑釁和否定」，《明報》社
近年來，確有股「港獨」勢力在抬頭，像病 評也罔顧事實說只是「個別事件、事
毒一樣蔓延得很快，這是毋庸遮遮掩掩的事 態」。如此顛倒黑白，不顧事實，有違
最起碼的新聞專業操守。
實，值得提高警惕，嚴正應對。

基，任期2年。
強積金諮詢委員會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條例》下成立的法定組織，是積金局的諮詢
機構，專責就強積金條例的運作和積金局的
效能和效率提供意見。

陳家強歡迎任命

案的言論「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范太強
調，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不應因為一個人
曾任高官而不能發表意見，強調要影響司法
獨立不是容易的事，亦不覺得梁愛詩的言論
有何不妥，並指自己未有感受到特區終審法
院原常任法官包致金所形容的「香港法治有
前所未有的烏雲密布」的情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見圖)昨日在另
一公開場合被問及梁愛詩的言論時表示，梁
愛詩及包致金都享有言論自由，「兩個也沒
有破壞任何東西，『一國兩制』仍然很暢順
地實行下去，大家不用擔心」。有關陳佐洱
的言論，她則指自己不清楚有關資料，故不
便評論。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昨日在公布
中歡迎黃定光的任命，指對方於過去6年任
強積金行業計劃委員會主席，並於2005年至
2011年期間，擔任強積金管理局的董事會成
員，對強積金計劃具豐富經驗及知識，並相
信諮詢委員會在黃定光的領導下將繼續向積
金局提供寶貴意見，不斷完善強積金計劃，
並讚揚於6月辭任的前主席孫德基對諮詢委
員會的寶貴貢獻。

■鍾樹根（左）批評反對派對事件無限演繹。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東之間的爭拗，將會構成非常危險的先
例」
。
通訊事務副總監劉明光補充說，數碼廣播
由本月中起在7條頻道只播放音樂是違反牌
照規定，臨時接管人日前已申請在60日內，
7條頻道只播音樂，讓公司解決資金問題，
當局會在短時間內依照現行法例守則跟進。

■謝偉俊指成立專責委員會只
會浪費公帑。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委員會促引特權法調查
不過，委員會最終仍通過由「人民力量」
議員陳偉業提出的無約束力動議，以委員會
名義向內務委員會及大會提出成立專責委員
會調查事件。立法會最終會否引用特權法調
查事件，則取決於立法會大會的決定。

曾俊華後天訪京晤財金部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將於周一（10月29日）前
赴北京訪問3天，與負責香港事務、財金
和貿易的部門及機構的官員會面，包括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國家商務部、國家
財政部、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務院國有資產
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

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中國人民銀
行。
其後，曾俊華並會到天津考察，並於星
期三（10月31日）晚上返港。
陪同曾俊華訪問的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陳家強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
霖。而在曾俊華離港期間，由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署任財政司司長。

白立忱與30港政協考察雲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華社
報道，約30名來自香港特區的全國政協委
員組成考察團，於25日下午抵達雲南昆
明，開始對雲南進行為期6天的考察活
動。全國政協副主席白立忱參加考察。
考察團由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任團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霍震霆
擔任副團長，成員包括全國政協常委陳永
棋、郭炳湘、楊孫西、戴德豐等。據悉，
考察團主要針對雲南建設面向西南開放重
要橋頭堡，走訪昆明、騰沖、普洱等地，
考察雲南特色產業、港資企業、人文資源
以及水利工程建設等。
抵達昆明後，考察團一行聽取了有關雲
南省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的介紹。

白立忱在會上指出，雲南有看頭、耐琢
磨，值得研究，有幹頭，深具發展潛力。
相信通過此次考察，香港特區全國政協委
員們會更加熱愛雲南，願意為雲南的發展
多作貢獻。通過近距離的接觸，可以相互
交流、交友、學習，考察活動一定會取得
令人滿意的成果。

劉漢銓：促進滇港合作
劉漢銓說，相信通過考察，他們會對雲
南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更積極地促進
滇港兩地的交流合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具有廣泛的融資渠道，作為國際航
運中心，具備龐大的國際合作和行銷網
絡，滇港兩地攜手必能開闢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