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品交易所涉及行使假文件騙案，三名男子前日被商業罪案調
查科通宵扣查。商交所主席張震遠昨日表示，會全面配合警方調查。他
又澄清，警方拘捕的三人，並非商交所以前或現在的職員；警方亦沒有
到他的寓所搜查。而張震遠目前已暫停包括行會成員、市建局主席在內
的所有公職，他表明，現階段不認為自己需要辭掉公職。

本報記者 吳維思

張震遠稱毋須辭公職

建制派啟動罷免兩丑議席

澄清住所無被搜 被捕者非商交所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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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所由於流動資金不足，
上周六宣布交回牌照。證監會前晚公
布，調查商交所財務涉嫌違規時，發
現事態嚴重，將個案轉交商業罪案調
查科。警方證實，接獲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轉介，懷疑一間商品交
易公司涉及一宗行使假文件騙案，商
業罪案調查科已接手調查案件。警方
拘捕三名男子調查，當中包括一名五
十五歲姓戴男子，他涉嫌行使假文件
。另兩人分別是同為五十歲的姓李及
姓連男子，涉嫌管有虛假文書，三人
均被通宵扣查。

盡力維持商交所運作
張震遠昨日上午在商交所位於數

碼港的辦公室主動會見傳媒。他表示
，警方前日拘捕的三人，並非商交所
以前或現任的職員，但他沒有回應三
人與商交所是否有任何關係。對於有
傳言指警方前晚到他的寓所搜查，張
震遠亦澄清 「並無其事」，前晚只是
因為很多記者在他寓所附近聚集，大
廈管理員致電警員到場協助管理秩序。

張震遠說，商交所的同事最近因
事件發展受到很多困擾，他強調： 「
我會盡自己所能維持商交所的運作，

不影響他們的就業。」張震遠又指出
，由於商交所現正受警方調查，在這
個階段他們不能就事件作出任何評論
，但商交所和他本人會全面配合警方
的調查。在調查期間，張震遠認為自
己不適合再繼續履行公職，所以在前
日黃昏時候，他已向特首要求暫停所
有公職，特首也已接受其要求。他又
指出，今次事件是私人企業情況和個
人情況，不應該對政府有任何影響，
又強調商交所的最大股東仍然是他。

日後有需要立即辭職
被問及是否會考慮辭去公職，張

震遠說，現階段不認為自己需要辭掉
公職，請假是合適安排，假如日後有
需要，他可以立即辭職。他說： 「我
任公職的機構，有卓越和盡忠職守的
團隊，我相信在我請假期間，他們會
繼續謹守崗位，服務公眾。」

市建局表示，根據市區重建條例
及議事常規，主席因為任何原因未能
履行職務，市建局行政總監可以副主
席身份主持董事會會議，如副主席亦
不能履行職務，董事會亦可以互選代
表主持會議。發言人強調，市建局運
作無受影響。

【本報訊】前廉署副處長徐家傑近日
接受最新一期《亞洲周刊》訪問時指出，
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被指涉嫌濫用酬酢開支
事件的背後是一場 「政治攻防戰」，因為
廉署內部一些部門仍有英國人的勢力，故
意 「妖魔化中聯辦」，甚至所有內地官員
。他並指出，所謂和內地官員接觸就是損
害香港利益的說法， 「是站不住腳的」。

反對派矛頭直指內地部門
反對派近期全力炮轟湯顯明，不僅質

疑其應酬金額，亦集中於其應酬的對象，
即內地相關部門。對此，徐家傑在訪問中
指出，廉署肯定要做和中聯辦與內地有關
單位之間的聯絡工作，而湯顯明這個級別
的官員就是需要去社交的。他透露，在自
己任職廉署期間，廉署需處理很多跨境案
件， 「人（嫌疑人）跑去大陸的話，我們

怎麼查？一定要透過途徑才能去找。內地
有人犯案跑到香港，內地警察也不能來抓
人，也需要透過香港的相關部門。現在內
地和香港溝通十分緊密，辦案也是需要聯
絡，這是現實需要」。

徐家傑直言，現在有一部分人在妖魔
化中聯辦，抹黑內地官員，相信湯顯明事
件並非請客吃飯這麼簡單。他更爆料指，
廉署有些工作人員是 「英國人留下來有特
殊任務的」，他說， 「英國需要延續他們
的影響力，照顧他們的利益，只要香港後
殖民地問題沒有解決，這樣的對抗就不會
停止」，而 「中港關係越來越密切，在外
國勢力看來這是對他們的威脅，所以他們
希望把香港搞亂，並妖魔化中聯辦」。

外國勢力企圖搞亂香港
作為香港廉政公署第一位華人副處長

，徐家傑透露，廉署在港英時期的一套工
作方式也包括 「請客吃飯」。他質疑，廉
署除了內地官員之外，也和英國等其他國
家與地區官員接觸，但卻無媒體報道，如
翻查記錄，肯定也會找出問題。 「經常有
廉政公署官員出入英國與美國領事館，這
是為什麼要去呢？為什麼不 『避嫌』呢？
和英國人也要吃飯交際的，不同的只是吃
飯的地點和吃的菜系，外交有不同的目標
和深度，普通朋友吃一頓便飯就可以了，
如果是希望對方更多關注自己的機構，多
點工作協調，這就需要重視一些。」

徐家傑亦坦言，十多年前已覺得廉署
會 「出問題」，因為 「太封閉」、 「權力
太大」，他感慨道， 「我感到很心痛，我
最青春的年代給了這個機構，和很多人一
樣，是真的希望給香港做點事，它的名聲
也的確起來了，是我們香港的一個品牌。」

圖藉湯顯明風波妖魔化中聯辦

徐家傑爆廉署英餘孽搞鬼

【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就香港商品交易所被
調查事件，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出席公開活動時表示，政
府會秉公辦理，不偏不倚，讓證監會和警方履行正常的
職責。他亦重申，本周二行政會議暫停開會，是因為沒
有議題，完全與張震遠事件無關。

梁振英昨早出席香港巴塞爾藝術展開幕禮前向傳媒
表示，由於香港商品交易所正接受警方調查，故不適宜
評論，亦不應作任何評論。對於今次張震遠事件是否會
影響政府的威信，梁振英表示， 「政府最重要的就是秉
公辦理，我們不偏不倚地秉公辦理，而且我們是放手讓
證監會和警方履行他們正常的職責。」

本周二行會沒有開例會，在社會上引起一些揣測。

梁振英說，行會休會與張震遠事件完全無關，在上周二
的會上已經決定本周二由於沒有議題，暫停開會一次。
他又指，自己當了十五、六年行政會議成員和召集人，
相信今屆政府行政會議開會時數是最長的。去年暑假行
政會議只休會兩星期，而非以往慣例的兩個月，因此多
開了六次會議。梁振英說，現時行會開會亦往往超過中
午吃飯時間， 「大家吃一些點心，跟着繼續開會」。

至於被指即使沒有文件，行政會議亦可議論時事問
題，梁振英表示，他和行會成員經常討論時事，包括個
別或大範圍討論。在過去一個月，便安排了兩次與行會
非官守成員全體吃飯來討論時事。他強調，行會的運作
正常，而且工作積極有效。

而去年行會成員林奮強被指 「偷步賣樓」後向行會
提出無限期休假，此次張震遠再次因個人問題暫停職務
。行會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表示，希望涉及商交
所的調查可於半年內完成，否則行政機關應考慮是否接
受張震遠休假。她說，張震遠現正接受調查而休假是恰
當的，但市民對事件關注，行政機關應盡快公布結果，
讓公眾了解最新情況。行會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指，張震遠暫停出任行會成員，對行會運作影響不大。
被問到行會是否有需要注入新血，葉劉淑儀說，特首應
檢討，如果行會成員無限期休假，是否有需要考慮辭職
，為行會注入新血。另一位行會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
健鋒亦表示，張震遠休假是適當的。他相信政府的審查
機制合理而嚴謹，又指證監會應對事件向公眾作出交代
。對於行會的運作是否受事件影響，他表示，除了正在
休假的兩位成員之外，還有14位非官守成員，會保障行
會運作如常。

【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商品交易所出現財政
困難，涉嫌財務違規，正接受警方調查，身兼行政會議
成員的商交所主席張震遠暫停所有公職。立法會財經事
務委員會已去信證監會，要求回應議員查詢，委員會下
月三日亦將加插議程，討論如何跟進商品交易所出現財
務困難的事件。

財經事務委員會成員、民建聯的陳鑑林亦身兼證監
會非執行董事，他昨日表示，證監會一直關注商交所的
財務狀況，發現其經營比較困難，入不敷支，近期發現
可能有偽造文書的情況，因此即時交給警方商業罪案調
查科跟進。他指出，商交所手持的是 「自動化交易服務
（ATS）」牌照，有別經紀行持有的牌照。為保障投資
者利益，商交所須有足夠兩、三個月的營運資金，若證
監會發現其資金不足，會提出警告，據悉，此前商交所
已被證監會警告過數次。陳鑑林又說，目前商交所已結
清所有合約，將來不會出現賠償的問題。

但反對派卻對商交所事件窮追猛打。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何俊仁去信財經事務委員會，要求召開特別會議，
對於在下月3日的正常會議中才討論事件，他聲稱是不
能接受。何俊仁說，現時只是要求政府提供資料，理應
3至4日時間就做到，如果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不
肯提早召開特別會議，他會考慮與反對派以呈請書方式
，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梁
家傑則指，張震遠的說法拖泥帶水，認為他應辭去所有
公職。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昨日亦藉機 「抽水」，她
發表聲明指，張震遠應該立即辭去行會及所有公職，將
公職及私人業務劃清界線。

財委會跟進商交所事件

特首強調秉公處理事件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立法會昨日
就區議會條例草案修訂進行辯論，最終獲得
全體議員的一致通過，決定於2016年全數取
消所有區議會委任議席，至於由鄉事委員會
主席出任的當然議席將會繼續保留。

在辯論過程中，草案委員會主席葉國謙
強調，區議員應貼身服務市民，努力做實事
，否則即使在選舉中勝出，亦會被市民唾棄
。他說，現時每名區議員服務的人口基數標
準為1萬7，若擴大人口基數，區議員將難以
與當區居民建立緊密關係。對於有議員批評
，區議員主要做諮詢工作，無權無責，難以
培育政治人才，葉國謙表示，現行制度令區
議員可以貼身服務市民，部分區議員即使知
名度不高，亦能擊敗空降的高知名度人士，
說明現時制度能培養政治人才。他又說，政

府的建議獲得公眾支持，亦符合香港的
政制發展，因此支持草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
，每名區議員服務約1萬7千的人口基數標準
，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果要改變，必須小
心考慮。同時，他亦指政府關注區議會職能
，銳意提升地區行政，相信取消委任議席能
回應大眾，令香港政制的發展向前邁進。對
於當然議員制度是否保留，他指出，政府去
年曾就此作出諮詢，但市民持有不同意見，
政府會繼續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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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議員黃毓
民及陳偉業因非法集結罪分別被判監六和五星期，
雖然獲緩刑，但根據基本法，如果在立法會大會上
有三分之二的出席議員贊成罷免動議，他們都會喪
失議席。建制派各黨派昨日下午開會討論後決定，
啟動相關罷免機制，但未決定由誰提出討論。

下周五內會提動議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基本法第79條及議事

規則第49條（B），議員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
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
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就會喪失議席。他指出，立
法會有這樣的機制，過往亦有提出罷免詹培忠和梁
國雄的兩次先例，因此建制派各黨派認為應該繼續

啟動這個機制。
譚耀宗說，建制派議員會先在下周五內會上提

出罷免黃毓民及陳偉業的動議，如果得到內會過半
數議員支持，便可啟動程序以內會名義在大會提出
罷免動議。而如果未獲內會支持，相關動議也可由
任何一位建制派議員在大會上再提出。譚耀宗又說
，民建聯支持啟動罷免機制，但建制派議員之間仍
有不同考量，未達一致共識。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他們不會提罷
免動議，但如果有其他議員提出，他們會考慮。自
由黨黨魁田北俊則稱，他們支持啟動罷免機制，但
不會支持相關動議。

面臨可能被罷免議席，陳偉業竟稱，歡迎建制
派提出罷免議案，因為若他和黃毓民被成功罷免，

能夠避免在被指浪費公帑的情況下，利用補選觸發
所謂 「公投」，爭取普選。他更誑稱這是一個很好
的機會形成新的民主運動。至於罷免的成功率，陳
偉業表示難以預測，他形容自己和黃毓民與其他反
對派都有很多 「牙齒印」，「會唔會都有人樂見我
哋被罷免呢？」

不過，反對派其他黨派卻有心護短，公民黨的
湯家驊預言說，罷免動議肯定不夠票通過，他又指
，即使罷免二人，舉行補選，他們也一定可以重返
議會，補選也只是 「勞民傷財」。

民主黨的黃碧雲說，該黨今日黨團會議上會討
論相關問題，她個人認為，民選議員的議席應交返
選民用選票決定。

【本報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
《公安條例》中有條文針對在公眾地方內
擾亂秩序和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亦有就
公眾活動的通知及上訴機制。該法例行之
有效，讓警方履行職務，採取合理和適當
措施，有助合法的集會、遊行和示威以和
平方式進行，當局現時並無計劃修訂有關
法例。

黎棟國昨日書面答覆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陳家洛的提問時表示，香港市民根據《

基本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享有集會、遊
行和示威的權利。警方一直根據香港法律
，以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態度，處理
所有公眾集會、遊行及示威活動。

他表示，警方的執法方針是致力取得
平衡，一方面盡量便利所有合法及和平的
公眾集會、示威及遊行，另一方面亦須致
力減低公眾集會、示威及遊行對其他公眾
人士或道路使用者的影響，確保公共秩序
和公共安全。公眾集會、示威或遊行人士

在表達訴求時，應在遵守香港法律的大前
提下，和平有序地進行。遊行及示威人士
不應有任何破壞公共秩序或暴力的行為。
若社會安寧及公共秩序受到破壞，警方有
必要採取果斷執法行動，恢復社會秩序和
安全。

他表示，一如其他國際都會，香港特
別行政區有法律規管公眾集會遊行，以確
保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有關法律，在香
港這個地小人多的城市尤其重要。相關法
律的目的是在保障個人言論自由與和平集
會的權利，以及維護社會秩序及整體利益
之間，保持一個適當的平衡。

黎棟國稱不修訂公安條例

▲張震遠認為今次事件只是個人事情，不會影響特區政府，公職請假已經足夠

【本報訊】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黃毓民本周一忽然宣
布退出人民力量，被認為是
對成立僅兩年多的人民力量
的嚴重打擊。人民力量昨晚
召開執委會，一致通過挽留
黃毓民，今日還會發公開挽
留信。人力主席劉嘉鴻聲稱
，黃毓民退出源於誤會， 「
以為人力接受真普聯關於特
首選舉的七點初步建議」。
他稱，人力對於政改的建議
從沒改變，亦從來沒表態接
受真普聯的建議，認為仍需
時間給支持者討論。劉嘉鴻
強調，與黃毓民並非有任何
基本立場上的分歧，希望對
方明白只是溝通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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