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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人寬己 雙重標準

反對派 「集體僭建」 竟惡人先告狀！多位黨大佬去年先後被踢爆僭建簷篷、擴建天台、霸
佔官地，分明就是知法犯法、其身不正。近日他們為了在選舉前撈取 「政治油水」 ，瘋狂打擊
特區新班子，批評行政長官梁振英大宅僭建，明顯是嚴人寬己、雙重標準。反對派內部有人
「知衰」 ，見近日風頭火勢，已火速拆走僭建物， 「靜雞雞」 毀屍滅迹，但有人仍然想 「博大
霧」 ，堅拒拆卸違規建築。 本報記者 戴正言

一年前，僭建風暴席捲全港，反對派多名黨大佬個
個 「中招」。要數僭建最多的反對派政黨非民主黨莫屬
，懷疑僭建成員包括：何俊仁、黃成智、李永達、張文
光、涂謹申；公民黨則有 「大狀」湯家驊；其餘還包括
工黨的李卓人、張國柱；街工的梁耀忠；人民力量的陳
偉業更被踢爆公然霸佔官地。部分人口口聲聲承諾盡快
處理，但事隔一年，一大堆僭建問題仍未解決，他們卻
聲大夾惡狠批他人僭建，名副其實 「有口話人，無口話
自己！」

「拖字訣」 圖蒙混過關
記者近日實地視察反對派懷疑和被證實僭建的 「案

發現場」，多名被揭發寓所或議員辦公室有違規僭建，
或霸佔官地的反對派議員，包括李永達、張文光、涂謹
申、李卓人、梁耀忠、陳偉業、湯家驊等，直至現在仍
拒絕拆掉僭建物或聲稱處理中，企圖以 「拖字訣」蒙混
過關。至於同樣涉嫌住所僭建的何俊仁、黃成智，為免
隨時 「中招」，已經 「靜雞雞」毀屍滅迹。

其中何俊仁的寓所露台，圍封露台的玻璃窗懷疑僭

建，早前已 「離奇消失」被拆走；黃成智的天台單位，
被 「踢爆」僭建逾千呎後，已 「知衰」還原；張文光自
住單位的露台同樣裝上鋁窗圍封，但就死不拆走；梁耀
忠的頂層連天台單位，早指被 「踢爆」非法搭建巨型簷
篷，已經拆卸，但仍有大型伸縮晾衣架外露；陳偉業早
前被 「踢爆」霸佔官地、加裝洗手盆等，近日其住宅外
圍仍然擺放了一堆雜物，被村民質疑 「議員大晒」。

打擊新班子撈政治油水
梁振英及個別官員近日被傳媒報道住所僭建後，已

即時公開交代及清拆懷疑僭建物，但反對派知悉選舉臨
近， 「唯恐天下不亂」，為打擊新班子管治威信，向梁
振英及其團隊窮追猛打，不僅去廉署報案，又大鬧法庭
提選舉呈請，企圖將事件無限上綱。

梁振英出席公開場合時，已多次表明自己只是疏忽
，並非刻意隱瞞，反對派除了 「死咬」梁振英不放，更
有包庇 「自己友」僭建之嫌，完全是嚴人寬己、雙重標
準！梁振英今日將首次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相信會交
代近日的僭建風波。

何俊仁
●天后廟道飛龍
台寓所露台，
懷疑僭建圍封
露台玻璃窗

●已拆走

黃成智
●九龍亞皆老街
翠華大廈二期
連天台單位，
原先僅 400 平
方呎天台屋被
僭建成逾千呎

●已還原

李永達
●荃灣兆和街議
員辦事處大廈
外牆涉嫌違規
安裝燈箱、射
燈和支架

●只拆掉燈箱

張文光
●美孚新邨自住
單位露台裝上
鋁窗圍封

●原封不動

涂謹申

●原封不動

【本報訊】反對派近日就行政長官梁振英大宅僭建大肆抹黑，
誣衊對方即時清拆僭建物是 「毀屍滅迹」云云。不過，反對派似乎
也忘記 「自己友」辦事也相當有效率，其中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黨
員黃成智在知悉自己的住所單位懷疑有僭建後，已火速進行清拆，
請反對派也說句公道話，何、黃二人是否也毀屍滅迹？

何俊仁位於天后廟道飛龍台的寓所露台，早前被傳媒踢爆懷疑
僭建玻璃窗用作圍封露台，但原來他早於一年多前已經清拆，家中
玻璃窗突然消失，分明就是 「心中有鬼」，借用反對派一句，即是
企圖 「毀屍滅迹」。不過，早前特首梁振英被指大宅僭建，何俊仁
就連同幾位準備參選立法會的黨友高調狠批梁振英，明顯就是 「五
十步笑百步」，想小事化大 「博宣傳」，自己則繼續站在道德高地
，與僭建風波劃清界線，反映其政棍嘴臉醜惡。

另外，民主黨的黃成智亦於去年五月被揭發其九龍何文田翠華
大廈住宅連天台單位，原先樓上僅四百平方呎的天台屋，被僭建成
逾千呎的私家天台屋，估計面積約為兩個打通單位，即變相 「一層
變兩層」，令大批街坊大感不滿。

死不認錯賴家人
最初，黃成智死不認衰，聲稱該天台屋的建築商有入圖則，是

「入伙時連埋有契」，並非僭建物云云。屋宇署在接獲投訴後到場
視察，證實有關的天台屋涉及違規擴建，並即時發出法定命令及勸
喻信，要求業主自行清拆，黃成智眼見被踢爆僭建就 「擺父親上枱
」，稱父親才是業主，有關問題交由父親處理云云，明顯就是想推
卸責任，企圖與僭建事件劃清界線。

記者近日再到 「案發現場」視察時，發現整層天台屋已經還原
為二百呎的小屋，包括該半層密封間隔、以玻璃圍封的天台屋亦已
經拆走，屋宇署早前已派員到場視察，確保天台屋符合法定規例。
黃成智算是反對派中較早處理僭建事件的其中一人，借用反對派的
用語，那黃成智又是否企圖 「毀屍滅迹」呢？

何俊仁 黃成智
火速拆僭毀屍滅迹

李卓人
●油麻地永旺行辦事處天台僭建百呎鐵
皮屋

●原封不動

梁耀忠
●油麻地德成街康源閣頂層連天台單位
，非法搭建巨型簷篷

●已拆卸，但仍有大型伸縮晾衣架

陳偉業
●霸佔官地、加裝洗手盆等
●住宅外圍仍然擺放雜物

湯家驊
●大埔康樂園寓所違規加建玻璃屋、游
泳池、涼亭等

●處理中

張國柱
●上環普仁街普慶大廈單位一半屬僭建
●原封不動

馮檢基
●火炭樂恆花園住所懷疑用鋁窗圍封露
台

●早前才證實不屬僭建

反對派涉集體僭建反對派涉集體僭建

何俊仁何俊仁黃成智黃成智 李卓人李卓人 梁耀忠梁耀忠

反對派大佬反對派大佬
涉嫌僭建一覽表涉嫌僭建一覽表

●大角咀櫻桃街辦事處涉嫌
僭建簷篷，掛有巨型招牌橫額

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於去年五月被傳媒揭發，其持有的頂
層住所連天台單位違規搭建了巨型簷篷，被指早已接獲屋宇署要
求清拆，卻一拖再拖，分明知法犯法。梁耀忠當時已經 「認衰」
，並於同年六月拆走所有天台僭建物。近日記者再到場視察，發
現巨型簷篷已被拆卸，但仍然有兩個懷疑是僭建物的大型伸縮晾
衣架未清走。

該幢被指有僭建物的大廈位於油麻地德成街，分為兩座，每
坐樓高十五層，一梯四伙，樓齡已達三十一年。兩座大廈至少有
四個頂層單位，在天台以鐵枝及鋅鐵搭建有遮蓋簷篷，梁耀忠就
是居住在其中一個頂層單位。

原來梁耀忠早於兩年前已接獲屋宇署通知，指有關的巨型簷
篷屬於僭建物，並要求他盡快拆除，但他竟然一拖再拖，直至傳
媒揭發事件才 「被迫」處理。

起初梁耀忠把僭建諉過於上一手業主，企圖推卸責任。他當
時辯稱，該簷篷為上手業主遺留下來，打算等整棟大廈進行維修
時，才一併拆卸該簷篷，希望減低對鄰舍造成的滋擾云云。有居
住該幢住宅的街坊透露，梁耀忠被傳媒揭發其單位有僭建物後，
已經 「知衰」拆卸僭建物，以免被人質疑知法犯法。

不過，記者日前到現場視察，發現巨型簷篷已被拆卸，但天
台仍有兩個大型伸縮晾衣架。該兩個伸縮晾衣架未知是否構成僭
建，一旦颳大風，晾衣架結構不穩的話，隨時被吹落街，對途人
構成重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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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於去年被踢爆
一個位於油麻地的辦事處
天台，僭建了百呎的鐵皮
屋，當時屋宇署已向涉事
業主發出勸喻信及清拆令
，但事隔一年，該僭建天
台屋仍然未清拆。前職工
盟 「話事人」、工黨主席
李卓人近日積極狠批行政
長官梁振英僭建，卻視自
己的僭建如透明，又一證
明反對派雙重標準！

去年七月，職工盟揭
發其位於油麻地永旺行的
頂層連天台單位，懷疑僭

建了近百呎鐵皮屋，用作遮擋消防水泵和電箱。當時物業管理公司回應查詢時稱
，鐵皮屋存在多年，他們會邀請屋宇署到鐵皮屋查看是否屬豁免清拆。屋宇署在
接獲投訴後，已即時派員到場視察，證實該鐵皮屋屬於違建工程，按程序向有關
人士發出清拆令及發出勸喻信，要求盡快自行清拆僭建物。

記者近日再到該處視察，發現該僭建的鐵皮屋仍然未拆走。職工盟總幹事蒙
兆達承認，該天台雖然是職工盟持有，但並非職工盟使用，又辯稱他們未有跟進
該鐵皮屋的問題，是因為從來無接獲屋宇署發出的清拆令云云。不過，他之後改
口稱，若屋宇署證實違規後，職工盟會與物業管理公司商討處理方法。在僭建事
件中，李卓人沒有理會，企圖與職工盟的 「蘇州屎」劃清界線。

▲李卓人僭建百呎鐵皮屋

▲梁耀忠天台的大型伸縮晾衣架疑為僭建物

▶黃成智僭建
逾千呎天台屋

間中有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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