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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投票」隱含「港獨」 議題違基本法
「佔中」行動將於元旦日舉辦所謂「公民投票」。
「佔中」發起人聲稱，今次投票亦是明年 6 月就特首
普選方案舉行「全民投票」的預演。必須強調的是，
香港普選制度設計必須符合香港的法律地位，不能把
香港的政治體制安排等同於一個國家。「佔中」行動
舉辦「全民投票」不符香港法律地位，隱含「港獨」
性質。而且，「佔中」投票議題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會干擾政改討論，阻礙普選落實。
我國是實行單一制的國家，香港特區是一個地方行
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或獨
立的政治實體，有關普選制度的設計必須與香港的法
律地位和實際情況相適應，必須遵循「一國兩制」的
原則，必須處理好香港特區和中央政府的關係，確保
國家主權、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權力得到保
障。「佔中」行動就普選議題舉辦「全民投票」，是
把香港的政治體制安排等同於一個國家，將香港當作
獨立的政治實體，隱含了「港獨」性質。廣大市民應
識穿所謂「全民投票」的「港獨」分裂性質，堅決進
行抵制和杯葛，決不能讓其圖謀得逞。
「佔中」投票議題隻字不提香港政治體制設計的基
本原則和基本法及人大決定有關行政長官普選的規
定，其要害正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按照人大決
定，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提名委員會參照現時的選
舉委員會組成，沿用四大界別，每個界別的比例應屬

回收問題鈔票 追查偽鈔集團

一致，不能側重某一界別，以體現「均衡參與」原
則。「佔中」投票議題只說「提升代表性」，對均衡
參與避而不談，這是企圖隨意增加某界別的提名委員
數目，使提名委員會側重某一界別，有違均衡參與原
則。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普選的候選人須「由一個有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佔
中」投票議題聲稱「提名程序不應篩選」，企圖將基
本法的這一規定妖魔化為「篩選」。實際上，「篩
選」根本就不是基本法的提法。反對派所謂反對「篩
選」，無非是要為自己度身定做一套能夠「入閘」的
方案。這顯然是一種為了一己之私而無視基本法規定
的做法。
基本法和人大決定都沒有所謂「公民提名元素」，
行政長官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提名，並無其他選項。
「佔中」投票議題要求特首普選「應包括公民提名元
素」，更是企圖以「公民提名」架空和取代提名委員
會提名。這顯然是不依法辦事。
香港普選只有依法辦事才能成功，而這個「法」就
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佔中」搞手硬要舉辦隱含
「港獨」性質的「全民投票」，硬要離開普選的法律
規範另搞一套，只會將普選的討論引向歪路，必須承
擔導致普選夭折的全部責任。
（相關新聞刊 A18 版）

繼中銀 2003 年版高仿真度「假金牛」
後，本港昨首度發現匯豐 2003 年版同類
「假金牛」。北角一間銀行昨點收一名金
行女會計存入的 30 萬元鈔票時，發現當
中 7 張匯豐千元大鈔及 3 張中銀千元大鈔
是偽鈔，馬上報警將女會計拘捕。事實
上，由於千元大鈔不斷出現，導致市場拒
收，人心惶惶。當局應宣布全面回收 2003
年版的千元鈔票，遏止偽鈔流通，既穩定
市場信心，也令偽鈔集團圖謀無法得逞。
過去本港亦曾發生偽鈔事件，當中更涉及
外國與本地的跨國偽鈔集團，令偵破難度
相應加大。當局應主動與國際刑警合作，
追查偽鈔集團。
港澳兩地在短時間內湧現大批仿真度極
高的千元偽鈔，不但一般商舖難以察覺，
而且連銀行職員也未能分辨，顯然背後有
大規模的偽鈔集團在操作，由造偽鈔到散
出市面一條龍式進行。本港的偽鈔率之低
一直居於世界前列，但過去亦曾發生過嚴
重的偽鈔事件。在 2007 年警方在短短 7 日
內就檢獲了 300 多張匯豐的「高清假金
牛」，此後有關偽鈔大量湧現，在 9 個月
內竟然檢獲多達 2300 張偽鈔，導致市面

人心惶惶。據稱，有關偽鈔來自印刷技術
冠絕全球的荷蘭，極可能由一個涉及香
港、荷蘭的跨國偽鈔集團操作。
現時本港再度出現仿真度極高的偽
鈔，並且有部署地流入港澳兩地，令人
懷疑當中可能涉及跨國偽鈔集團操作。
對此，單靠本港警方調查恐怕只會是鞭
長莫及，當局有必要加強與內地和外國
警方的合作，加強偵查力度。同時，偽
鈔集團需派人手將偽鈔散發到市面，警
方可根據使用偽鈔者順藤摸瓜，及早搗
破幕後偽鈔集團。
必須指出的是，這次涉案的偽鈔都是來
自不同銀行的 2003 年版鈔票，說明這批
鈔票可能在保安上存有漏洞，被偽鈔集團
破解了保安標籤。為穩定市場信心，當局
應宣布全面回收 2003 年版的所有千元鈔
票，市民可將有關鈔票拿到銀行兌換新
鈔，令市面上再沒有 2003 年版的千元鈔
票流通。屆時偽鈔集團的大量偽鈔將不可
能再流通到市面，偽鈔問題可望得到解
決，當局應及早行事，防止偽鈔問題繼續
擴散。
（相關新聞刊 A1、A2 版）

聞「牛」色變 餐飲協倡暫拒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張文鈴、劉雅艷）
2003 年版中銀和 2008 年版匯豐「假金牛」肆虐港澳，
本港各界商戶採取不同策略應對。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建
議食肆暫不收大額鈔票，加上近年市民多以八達通或信
用卡結賬，相信措施對經營影響不大。多家大型超市及
百貨公司如常收千元大鈔，但會加強培訓及發出指引，
教導員工如何辨識鈔票真偽。有珠寶店指，若客人付千

■店舖張貼告示，暫時停收壹仟元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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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鈔時會多加留意，會用驗鈔機檢查。
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飲食業界對處理偽鈔已累積一定經驗，警方以往亦有提供指引
予食肆員工。部分中小型食肆已張貼告示，不收大額鈔票。他認
為，目前未有食肆表示曾收到偽鈔蒙受損失，並相信員工對大額鈔
票會特別警惕，故不太擔心。不過，為免偽鈔事件讓前線員工承受
巨大壓力，他建議食肆暫不收取大額鈔票。

香

多用八達通碌卡無礙經營
他又指，過往多年來，現金結賬情況已減少，現時大部分中小型
食肆已可使用八達通和信用卡。即使顧客使用現金，小額交易也很
少以千元鈔票支付。大額交易如擺酒等，顧客主要以信用卡或支票
付款，相信食肆停收大額鈔票，對經營影響不大。

珠寶店：改存款入銀行交易
中環小型珠寶店均表示，擔心收到千元鈔票，收取現金時會特別
留意，亦會用驗鈔機檢查。利成珠寶行負責人林小姐說，即使擔心
也擔心不來，唯有少收現金。她又指，一般客人不會攜帶大量現金
外出，交易時多數以信用卡付款。她指近日若客人付千元現鈔，會
多加留意。若十分擔心，則會要求客人到銀行存款到其戶口，以收
據交易。
陳志記珠寶金飾行職員表示，得悉近日「假金牛」事件，感到擔
心。他指店內設有驗鈔機，但交易金額多數過萬元，客人多以信用
卡付款。他又指，店內約 80%客人「碌卡」，只有小部分人用現金
付款，而且主要做熟客生意較多。
多家大型超市及百貨公司如常收千元大鈔。百佳超級市場發言人
表示，店舖運作如常，同時亦有辨別真假鈔票的指引供員工參考。
若發現偽鈔，會即時通知警方。惠康超級市場發言人表示，會繼續
接受千元鈔票，但同時亦已向員工提供指引，提醒要留意鈔票防偽
特徵。

一田：付現金消費者約3成
一田百貨公司發言人表示，以現金支付的消費者約佔 30%，公司
會如常收取千元鈔票，「公司素來有培訓員工辨認偽鈔，近日亦有
加強提醒收銀員如何憑手感及紫光機檢查千元鈔票真偽」。

兌換店換「金牛」 額外收 元

超市百貨店照收 增培訓助員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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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寶店顧客通常簽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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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少用大鈔 市民憂辨真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近日市面有
「假金牛」流出，有市民表示，平日少有大鈔在
身，多數「碌卡」付款，但亦擔心收到偽鈔。
周氏夫婦表示，不懂得分辨真偽，因此擔心會
收到「假金牛」。周太指，現在較少用千元大
鈔，若要大額交易，則會以信用卡付款。周先生
則說，現時很多商戶不收千元大鈔，故消費時會
先把大額紙幣兌換成較小面額使用。
冼小姐說，雖然擔心收到「假金牛」，但平日 ■周氏夫婦表示，不
主要以「碌卡」消費，所以較少機會用到千元鈔 懂得分辨真偽，擔心
票。她又稱，若收到千元大鈔，通常會存入銀 收到「假金牛」。
行。
曾慶威 攝

■張先生表
示，昨日收到
千元鈔票數量
較平日少七
成，客人兌換
500 元 紙 幣 較
多。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文鈴、劉雅艷）近日本港
市面出現「假金牛」，不
少珠寶店、食肆、商戶都
擔心收到偽鈔，部分甚至
拒收千元大鈔。據悉，現
時市面有兌換店藉此機會
圖利，若客人要求把千元
大鈔兌換至面值較小的紙
幣，將額外收取手續費 20
元。另有兌換店表示，擔
心驗鈔機未能驗出「假金
牛」，因此已拒收出事銀
行和年份的千元鈔票。有
兌換店負責人表示，職員
曾受訓分辨真偽，不擔心
收到偽鈔。

收千元大鈔少七成
銅鑼灣一家兌換店負責人張先生表示，
現已經不收2003版中銀和2008年版滙豐
「金牛」，會叫客人到銀行兌換。他說，

現時偽鈔印刷技術先進，擔心驗鈔機未
必能驗出，所以拒收出事銀行和年份的
千元鈔票，但表示其他銀行會照收。他
指昨日收到千元鈔票數量較平日少七成，
客人兌換500元紙幣較多。
街角兌換店職員李小姐表示，暫未
收到偽鈔。另外，公司分店眾多，職
員曾受訓分辦真偽，加上有驗鈔機輔
助，故不擔心。不過，若遇到客人兌
換千元鈔票，則會多加小心。

內地客憂變廢紙寧付費
據了解，有旅客得悉假鈔事件後，急
於把千元鈔票兌換至面值較小的紙幣。
有兌換店趁機圖利，額外收取手續費20
元。手持2張滙豐「金牛」的內地遊客梁
先生，購物時屢遭商店拒收，擔心「金
牛」變廢紙，寧願支付手續費，都要把
滙豐銀行「金牛」兌換成2張500元紙幣。
有兌換店職員指，過去偽鈔以人民幣為
主，未來或會購入港幣驗鈔機，以防收
到港幣偽鈔。

澳續現假金牛 地產公司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澳
門警方昨日再發現 8 張千元港元偽
鈔，令近日查獲的「假金牛」增至 99
張。澳門一家地產公司職員何小姐昨
日向香港文匯報透露，上周收取 3 筆
租金後，分別發現 2 張印鈔日期為
2008 年 1 月 1 日的滙豐銀行千元偽

鈔，以及 1 張印鈔日期為 2003 年 7 月
1 日的中國銀行千元偽鈔。她表示，
偽鈔夾雜真鈔之中。肇事租客聲稱，
鈔票來自賭場及銀行櫃台。該地產公
司已報警，又指「現今澳門地產界、
物業管理處、中小企等，均拒收千元
港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