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毆鬥鬧劇馮煒光突認衰 浸大民調運作 雙英不知情
【本報訊】對於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近日兩次發

表有關特首選舉的民調結果及其後的修訂內容，兩
名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及梁振英分別表示，對其
運作全不知情，但當時已覺得 「怪怪地」。傳理學
院院長趙心樹則表示，公布民調結果並沒有受到任
何壓力。

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轄下的調查實驗室，近日就
其於本月十四日發表的民調結果再發修訂稿。對於
浸大四日內兩度就同一民調 「解畫」，外界均質疑
其 「焦急」發布結果的背後原因。

【本報訊】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涉嫌早前
在台北毆打民主黨中常委馮煒光，二人至今各執一詞
。不過，馮煒光昨日突然 「認衰」，發聲明向黃毓民
道歉，內容是有關他早前在社交網站戲言黃毓民兒子
一事，但就仍然一口咬定自己曾被黃毓民揮拳。黃毓
民則揚言，歡迎民主黨就事件呈上立法會進行調查，
並透露手上還有一些證據未披露。

為失言致歉 稱確有被打
反對派毆鬥鬧劇沒完沒了，黃毓民日前公開在台

灣拍攝的短片，清楚看見民主黨成員也有 「起飛腳」
傷人，懷疑有人刻意隱瞞事件，黨大佬則包庇自己人。

馮煒光昨日態度突然軟化，發聲明承認，早前在
社交網站談及黃毓民因為兒子的事，確有撕裂反對派
的情況，而且有關說法並無證據，他為此向黃毓民致
歉及撤回有關言論，稱日後在社交網站行文，會加倍
小心。

不過，馮煒光聲稱，確實在台北國民黨總部被黃
毓民打了兩拳，他接受傳媒查詢時聲稱，道歉與被打
事件無關，又指事件有逾十位目擊證人，他已向香港
警方落口供，正積極聯絡國民黨和台灣警方，要求提
供事發當日的錄影帶。

另外，聲稱是毆鬥事件的目擊者、民主黨的黃成
智認同馮煒光向黃毓民致歉，指任何人士在發任何言

論時，應該看清楚事實。對於有民主黨成員在台灣出
腳踢人，他就連忙劃清界線，稱對於有黨員隱瞞事件
表示遺憾，認為當事人一開始應該坦白承認。

不過，黃成智強調，雖然事發時他並非在國民黨
總部門外近距離目擊事件，但他身處的二樓平台可以
清楚看到整個事發經過，黃毓民的確曾出手打人，有
其他非黨員可以做證云云。他又借機批評黃毓民過去
的暴力行為，直斥他一向都十分衝動、言論惡毒、粗
口橫飛等。

當事人之一的黃毓民則表示，歡迎民主黨就事件
進行調查，透露自己手上還有其他短片，可以公開事
發經過。

【本報訊】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成智昨日聲稱在
旺角 「遇襲」而被人踢傷，雖然小腿只留有一小條傷
痕並無大礙，但他已報警及到醫院驗傷，警方列作傷
人案處理。黃成智就事件借題發揮，指自己 「遇襲」
令人聯想到或與人民力量近日所涉及的暴力事件有關
。人民力量昨日發聲明還擊，炮轟黃成智的言論不負
責任，會保留追究權利。

黃成智昨日在立法會高調舉行記者會，交代在旺
角被途人 「襲擊」的經過及展示 「傷勢」。他表示，
當時到旺角近西洋菜街過馬路時，迎面有一名約六呎
高男子踢了他一腳，他當時沒有即時追截，後來發現

小腿留有一條傷痕，於是前往太子
警署報警及到廣華醫院驗傷，即時
已注射了一支破傷風針。他聲稱，
公職人員被打是一件嚴重的事，又
引述警方表示，已交由重案組接手
調查事件。

黃成智認為今次事件是有人存
心襲擊他，且更穿鑿附會，聲稱不

排除與民主黨成員在台灣與人民力量成員衝突的事件
有關。當被問及有沒有具體證據時，他則含糊其詞說
，無證據顯示自己被襲與黃毓民打傷馮煒光事件相關
，但又聲稱不希望有人在網上看了一些衝突片段，而
引發仇恨和暴力行為。

人民力量就黃成智 「遇襲」發表聲明，重申譴責
一切暴力行為，並希望警方盡力調查案件，查明真相
，若發現黃成智的小腿 「真的受傷了」，警方務必要
盡快把肇事者緝拿歸案。至於黃成智指自己受襲一事
，令人聯想與人民力量及其支持者有關。人民力量稱
，對此等言論保留追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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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唐梁梁
梁振英昨日由旺角中旅社門口出發

，搭紅巴至深水埗元州街參加由的士、
小巴、巴士同業聯席舉辦的 「本港公共
客運交通政綱座談會」，親身體驗乘搭
小巴後的梁振英在座談會上，聆聽業界
對於本港交通問題的各項訴求和建議。
梁振英開場時特別提到，的士和小巴是
本港公共交通系統中的兩個重要組成部
分，因為其靈活、方便以及市民可負擔
等特點，香港應將其發揚光大。

出席運輸業座談聽意見
會上有的士司機提到香港嚴重的塞

車問題，尤其是周一至周五工作日，油
尖旺區、灣仔區等商業樞紐出現 「水泄
不通」情況，另外，紅隧的塞車問題亦
始終難以解決。梁振英回應指，深知塞
車之苦，因為自己也曾遇到類似情況，
他日前在觀塘參加活動趕往中環的另一
場論壇時，由東隧出來後進入東區走廊
遇到塞車而遲到，匆忙中丟下一本簿，
需要出動工作人員才找回。

梁振英續指，三條隧道是香港過海
的重要 「脈絡」，他明白社會上有聲音
希望政府收回西隧及調低收費，將會研
究回購兩隧，但若調低收費甚至免費，
香港私家車擁有量多，可能會促使一些
不揸車、不用隧道人士重新揸車，令車

流量大增，最後造成更嚴重塞車。梁振
英承諾會積極考慮三條隧道收費問題、
塞車問題，他亦相信運輸署已做出初步
的工作。

另外，有小巴司機希望長者搭車兩
蚊優惠政策可同樣適用於小巴。梁振英
指，小巴可謂是香港的 「偉大發明」，
建議政府考慮兩蚊計劃同樣適用於小巴
。他還提到，希望繼續發揮港珠澳大橋
交通運輸利益，一定要便利所有大橋使
用者在使用時其效益不可打折扣。

贊成兩元優惠擴至小巴
梁振英傍晚還參加了新論壇的一場

諮詢會，新論壇召集人馬逢國會後表示
，新論壇所提出的政綱與梁振英的政綱
十分相似，他個人不否認支持梁振英成
為下屆行政長官。出席論壇的全國政協
委員黃英豪亦表示支持梁振英，但馬逢
國指，新論壇贊成選舉一定要有競爭，
是政綱和理念的比拼，新論壇也未指示
其他十幾位選委提名哪一個參選人。

梁振英表示，感激任何一位支持他
的選委，但現時仍未取得足夠的一百五
十名選委提名，會逐票爭取。對於有專
業界別表明不提名任何人，梁振英承認
受到影響，但強調有信心在下月十四日
提名展開前，取得足夠票數。

行政長官參選人梁振英昨日親自搭紅巴落區會見運輸界人士，
期間有從事小巴、的士等業界人士就交通堵塞、長者搭車兩蚊優惠
政策等問題向梁振英發問。梁振英表示，會考慮和研究回購東西兩
隧。梁振英下午又出席另一場新論壇活動後表示，感激所有提名他
的選委，有信心在下月十四日提名展開前，取得足夠票數。

本報記者 王 欣

唐英年昨日首站到位於九龍灣的建
造業議會訓練學院，與校內學生對談近
一小時。唐英年表示，是次參觀學院的目
的是希望查看他十多年前，在政府任職
時，提出 「優化建築設計締造可持續建
築環境」計劃的成效。他指，隨着十大基
建項目展開，建造業界工作將越來越繁
重，但業界應保持專業，以優化工作環
境、綠化建築為目標，建構更多優質的建
築物，提升業界形象、增加社會對建造業
的認受，以吸納更多人才投身建造業。

參觀建造業訓練學院
被問及其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工作

時，唐英年說： 「我自問過去九年在政
府工作期間，都努力捍衛本港嘅核心價
值，尊重法治，喺呢一方面，我做到加
零一。」他表示會繼續爭取市民、各界
別人士及所有選委的支持，且有關工作
「不會夠提名票就停」。至於他收到的

提名票數量，則會在報名期間公布。
其後，唐英年先後到大圍和大埔區

視察，並與十多位選委會面。他在大圍村
公所與公民力量成員和地區人士作閉門
會面，有人反映區內康樂設施不足，需要
一座綜合政府大樓，又讚揚唐英年在政
府工作期間，協助區會處理猴子出沒影
響居民生活的問題。沙田區議會主席何

厚祥表示，他們亦表達區內居屋和骨灰
龕場選址的意見，預料農曆年初三（二
十五日）會約見另一位參選人梁振英。

唐英年隨後再到大埔的六鄉村公所
，與鄉事派和區議員等討論大埔城規的
問題，又到區內的公園和街道與市民打
招呼。對於有報道指他的競選團隊有反
對派背景的人士，他認為，香港是多元
和包融社會，不但需要有國際視野，亦
要容納不同人士為共同目標努力， 「標
籤個別群組只會分化社會」，他對有不
同背景的人士助選感到高興，強調和諧
社會需要包融和共融。

至於新界的僭建問題，他認為需要
依法處理，而地區問題可透過商討、尊
重和務實的方法解決；即使原居民希望
以法律釐清事實，亦屬他們的權利，外
界不應作批評或揣測。本身是選委的大
埔鄉委會主席文春輝表示，仍未決定會
投票予唐英年或梁振英，但認為特首必
須是愛國愛港人士。

月入可調升至七千元
另外，唐英年晚上出席勞工界座談

時，表明會以穩住中小企為重要考慮，
並提議將降低交通津貼的申請門檻，由
現時單人月入不超過六千五百元，調升
至七千元，但具體方案要再研究。

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昨日馬不停蹄，走遍九龍新界。他於早上
與修讀建造業學生對談後表示，特區政府對於建造業未來發展的要求
是重質兼重量的，隨着本港十大基建項目展開，業界工作將會越來越
繁重，但從業員應繼續把行業專業化，提升業界形象以吸納更多人才
。另外，他又建議降低交通津貼申請門檻至住戶月入不超過七千元。

本報記者 鄧湄 陳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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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表示，政府對唐英年表示，政府對
於建造業未來發展的於建造業未來發展的
要求是重質兼重量要求是重質兼重量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梁振英昨搭紅巴落區梁振英昨搭紅巴落區
會見運輸界人士會見運輸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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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下月十四日開
始，民建聯將提前於下月三日舉行中委會，商討選
委應捆綁還是各自提名。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
昨日表示，兩位行政長參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都是
合適的人選，樂意見到雙方有良性的競爭，會在提
名期前舉行一次論壇，讓二人各自向民建聯的選委
講述政綱。

就民建聯選委的提名取態，葉國謙與傳媒茶敘
時表示，民建聯不會剝奪選委的提名和投票權，若
有黨員不跟隨中委的決定，是不合適的做法，但就
不會作任何處分。

另外，漁農界立法會議員黃容根表示，漁農界
選委稍後會開會，討論提名哪一位特首參選人，現
階段未有任何取態，但就表明選委不應該放棄提名
權： 「我哋咁多人唔提名會畀人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不論是唐英年
還是梁振英發表言論時，應該要講得出做得到，
「特首應該要有鴻圖偉略，做好全盤規劃先向外發

放信息，唔好為咗爭取某啲選票而講嘢。」

民建聯提前開會
商選委提名意向

◀ 黃 成 智
報 稱 「 遇
襲 」 ， 高
調 展 示 其
「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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