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多名成員上月26
日非法強闖入中環添馬艦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
連日來，社會各界強烈譴責強闖軍營的違法行
徑，要求執法部門依法嚴懲暴徒。警方經調查
後，昨日拘捕了5名涉案人員。國務院港澳辦發
言人昨日表達了中央政府對事件的嚴重關注，並
嚴正指出，擅闖駐軍營區，理應受到法律懲處。
駐港部隊在港履行防務職責是國家主權象徵。駐
軍營區受法律保護不可侵犯。中央政府對香港有
人強闖軍營事件表示嚴重關注，並表達需依法懲
處的態度，表明了中央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
的嚴正立場。警方有必要果斷執法，依法懲處挑
戰國家安全和主權的違法行徑，維護香港法治。

早在中英香港問題談判期間，鄧小平就斬釘截
鐵地說：「既然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
駐軍！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什麼中國的領
土!」他又指出：「在香港駐軍，是維護中華人
民共和國領土的象徵，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也是
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保證。」

解放軍駐港部隊依法駐防香港執行防務任務，
回歸以來忠實履行神聖職責，嚴格依法治軍，充
分展現了人民解放軍「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
風貌，一直贏得廣大香港市民的尊重和認同。駐

港部隊的營區，包括中環總部，都是受到特區法
律保護的軍事禁區，任何人無權擅闖強衝。「港
獨」分子手持港英旗強闖軍營，公然衝擊國家主
權象徵，暴露他們恣意妄為，無法無天，到了何
等地步！

「一國兩制」是有底線的，既要維護香港的繁
榮穩定，也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在香港駐軍既是維護主權的必要，也是維護
包括香港在內的國家安全的需要。非法強闖軍
營，是公然踐踏「一國兩制」底線的非法行徑，
是不可容忍的。非法強闖中環軍營，不僅嚴重違
法，也與香港社會主流民意相悖。連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做法屬於刑事犯
罪。中央政府對事件嚴重關注，表明了中央政府
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定
立場，這同樣也是廣大港人的立場。

警方這次果斷執法，不僅有力地震懾了「港
獨」分子對國家安全和主權的猖狂挑釁和危害，
而且維護了香港的法治形象，受到社會各界和廣
大市民高度讚賞和支持。市民也希望法庭對非法
強闖軍營的行徑不能姑息和縱容，理應依法予以
懲處。

（相關新聞刊A2、A3版）

非法強闖軍營 必須依法懲處
反對派昨日組織元旦遊行，人數稀疏、

場面冷清，清楚顯示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
不願意見到以極端對抗的方式爭論普選問
題，而是希望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理
性務實表達意見，求同存異，凝聚共識，
落實普選。依法落實「一人一票」的特首
普選，是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反對派搞
具有變相「港獨」性質的「全民投票」，
挑戰「一國兩制」底線，只會導致社會對
抗，令普選胎死腹中。這顯然有違主流民
意。

2017年實現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
區政府和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但要順利
落實特首普選，所提出的普選建議必須符
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並能得
到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批准，同時還要實際操作上切實可
行，才能有機會落實。要達成以上多項條
件，關鍵在於要依法辦事，這是落實普選
的大前提，不能天馬行空，不顧本港政治
體制的法律框架另搞一套。

但是，本港一些反對派人士偏偏不理本
港的政治現實，不按照基本法規定及人大

有關決定，就普選特首發起違法違憲、不
符合香港法律地位的「變相公投」，要求
以基本法之外的「公民提名」架空提名委
員會的提名權等，這些都是違反基本法的
「政治僭建物」，其實質是把香港當成獨
立的政治實體，令普選誤入歧途，對本港
社會帶來劇烈的震盪。香港市民不願意見
到這種局面。因此，即使反對派此前不斷
炒作普選議題，煽動市民參加元旦遊行，
但本港市民的頭腦是冷靜清醒的，深明任
何脫離現行法律框架另搞一套的做法行不
通，遊行場面冷清其實清晰地表達了市民
的態度。

2017年實現普選行政長官涉及各方面的
利益和訴求，普選方案要得到各方面的認
同，當中牽涉的複雜性不容低估。這更加
需要社會各界能夠抱平和、務實、包
容、理性的態度來提出意見，縮窄分歧，
凝聚共識。落實特首普選，是當屆特區政
府和全體港人的歷史責任，大家應朝共
同目標，理性務實討論，盡心盡力，依法
成功落實普選。

主流民意希望依法理性討論普選

■責任編輯：李暢熹、鄧世聰A4 重要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在元旦舉行
所謂爭取「真普選」的遊行，並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
劃發動所謂「公投」。主辦團體聲稱，是日有逾6.2
萬人投票。特區政府昨日回應說，特區的政治體制內
不存在相關的所謂「投票」安排。各界人士則批評所
「公投」並不合法，偏頗的結果也沒有實質意義。
「佔中行動」委託港大民研於昨日舉行所謂「公

投」，並在維園設立實體票站。「佔中行動」昨晚公
布結果指，截至下午6時約有6.2萬人投票，其中近
89%市民贊成應提升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91%人認
為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制；94%受訪市民認為
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聲言，稍後會分析投票結

果，並希望是次「公投」協助市民熟悉投票模式。
為另一次「公投」做好準備。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在聲明中指，特區的政治體制

內不存在相關的安排，並強調任何就2017年普選行政
長官的意見和建議，均須在法律上符合基本法和相關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政治上能得到立法會通過、
行政長官同意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及在實際操作上
切實可行，才能夠有機會得到落實。

陳永棋：僅獨立國進行
香港友好協進會永遠榮譽會長陳永棋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指出，香港不是獨立國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而「公投」只是獨立國家先會進行，認為香港不
應該進行任何類型的「公投」，「所謂『公投』是無
代表性。作為市民當然有權發表意見，但應該循一個
公平的正確途徑，而非參與問題或有引導性的『公
投』，欠缺代表性」。

黃英豪質疑僅屬私人民調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黃英豪質疑，這次

調查絕對不是「公投」，相反，只是一次私人團體主辦
的大規模民意調查，亦是意見發達，倘若今後有人計劃
策動不合法的「公投」，相關部門應嚴厲監管。

楊志紅強調基本法定普選框架
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志紅再三強調，基

本法已經清楚訂明行政長官普選法律框架，由提名委
員會機構提名，再交由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普
選，不可能推翻基本法規定。

陳勇抨無法理基礎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強調，香港只是中國轄下

一個特別行政區，並沒有所謂「公投法」，批評反對
派發起「民間」公投，毫無法理基礎和認受性。他以
2010年反對派議員發起「五區公投」為例，直指當次
選舉投示率低，勞民傷財，反對派政客只為一己政治
私利，增加曝光率，但就破壞了社會互信，對政改諮
詢了無幫助。

楊耀忠：政治鬧劇「無聊噱頭」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楊耀忠表示，反對派發動

所謂「公投」完全是政治鬧劇，所謂「公投」根本於
法不合，純為「無聊噱頭」，「得幾萬人投票，有什
麼認受性、認受性可言？」

他強調政改諮詢展開後，社會可循不同途徑發表意見，認為反對
派欲借「公投」結果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讓步，只會是一廂情願。

宋小莊：命題誤導具引導性
法學博士宋小莊分析，是次投票議題充分反映主辦機構的無知，

特別是詢問市民應否提高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事實上，提委會既
有立法會議員320萬的選民基礎，又有民選區議員，再者，雖然宗
教界無選舉但選民基礎亦絕非零，意即提委會代表320萬名選民以
外的意見，充分包含廣泛代表性原素，「命題具引導性，更無問及
應否依從基本法等問題，這是欺騙市民」。
宋小莊又說，反對派過往發動過「五區公投」，當時港澳辦及中

聯辦已經明確表明「公投」並無法律基礎，但特區政府僅表明不承
認結果，未有表明「公投」屬違法，為今日種下「禍根」，認為今
屆政府定要為「公投」明確表態，「事實上，補選是違反了均衡
性。選民基礎過大，正如劃區亦要確保各區均衡性」。

是次元旦遊行原定於昨日下午3時
正出發，但市民反應欠佳，大會

一直拖延出發時間，至下午3時半始
出發。不過，距出發時間僅30多分
鐘，龍尾已全部離開維園；龍頭則於
下午5時正抵達中環遮打道行人專
區；龍尾也在傍晚6時許抵達。
雖然會以「爭取普選」為議題，但

示威者訴求五花八門。「反社區驗毒
社工陣線」成員把麵粉灑在臉上，引
起市民關注。成員勞小姐稱，希望向
市民宣傳「社區驗毒」帶來的「惡
果」。爭取居港權的團體則為分隔內
地與香港的家庭爭取居港權。「關注
草根生活聯盟」成員譚女士稱，是次
遊行訴求為喚醒政府對基層家庭的關
注。「爭取成立動物警察」則要求政
府成立動物警察。

稱非「佔中」預演 竟即場教抗爭
大會最後在中環遮打道舉行集會，

多個反對派團體代表上台發言。儘管
主辦單位聲稱是次並非「佔中預
演」，但就即場教導在場者「非暴力
抗爭」原則及方式。

反應冷淡 死撐「滿意」
「民陣」在集會結束後「報大數」

稱，遊行有3萬人參加。不過，楊政
賢會見傳媒時承認，遊行人數與原先
預計的5萬人有一定距離，但仍死撐
「感到滿意」，又聲言市民可能認為
用遊行方式「已不足以表達不滿」，
須尋求「一些更激進、更高層次」的
抗爭行動，包括非暴力抗爭等「公民
抗命」行動，才可達到市民心目中向
政府施壓的程度。

政府：尊重依法遊行權利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指出，特區政

府尊重市民依法享有的遊行及發表意
見權利。而嚴格按照基本法規定，落

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
區政府，以及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
也是行政長官和本屆政府的憲制責任
和重要施政目標。
他續說，特區政府歡迎市民和社會

各界在政改諮詢期內，就特首及立法
會產生辦法的相關議題，提出意見和
建議。特區政府會在諮詢期結束後，
如實作出歸納和總結，以協助行政長
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啟動
香港政制發展的憲制程序。政改諮詢
專責小組的三位成員、其他政治委任
團隊成員，以及相關公務員，會在這
段期間，與社會不同界別人士和團體
交流，以開放、兼聽和務實態度，聽
取他們的意見。」
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呼籲社會各

界人士抱着平和、務實、包容、理性
的態度提出意見，縮窄分歧，凝聚共
識，共同推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
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
日民陣元旦遊行隊伍經過多條主要
道路，警方須封閉電車路和兩條西
行行車線，沿途大大小小的商戶都
大吐苦水，慨嘆每逢遊行，生意都
大受影響，預計昨日生意額下跌一
半。有商戶更表示，現時生意難
做，希望不要再有大型遊行示威。
在維園對面的日本小食店負責人

張先生（上圖，陳廣盛攝）表示，
遊行對生意影響好大，預計至少下
跌一半。「我非常討厭遊行，因為
又是全日都做不到生意」。張生又
慨嘆每年的七一、元旦遊行都是如
此，「每年起碼做少兩日生意，好
煩，我當然希望不再有大型遊行示

威」。

工展架鐵馬 市民呻擾民
而位於維園另一邊的工展會亦受到

遊行人潮影響，大會在入口處架起鐵
馬以維持秩序，市民想進入工展會都
變得相當轉折。有排隊等候入場的市
民表示，今日出門前已預計銅鑼灣入
口會十分擠迫，所以特意在天后入口
進場，料不到仍是避不過人潮，他覺
得遊行其實很擾民。另一名市民張生
亦對入場安排感到不滿，「入場要兜
來兜去，好煩」。

關門避遊行 賣衫「拍烏蠅」
遊行途經的道路兩旁商戶也大吐

苦水，有商戶甚至關門避遊行。余
仁生店長表示，生意比平日少三
成。亦有賣衫的店舖指，昨日由十
二時開始，生意「好靜」。沿途的
報販亦表示，平日生意都唔錯，但
昨日生意下跌了一半，「次次遊行
生意都大跌，我都習慣了，我唯有
賣水幫補一下，但今日天氣清涼，
水都無人買，今個月的生意額未必
可以收支平衡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元旦和
七一遊行是反對派一年一度「例牌節
目」，年年「報大數」也是反對派「獨
特傳統」，近年更似乎已到了走火入魔
的地步。反對派組織「民陣」昨日舉行
元旦遊行後，聲稱有3萬人參加，但警方
指遊行最高峰時僅得11,100人，就連一
直與反對派過從甚密的香港大學民意研
究計劃，亦估算遊行人數介乎1.3萬至1.6
萬之間，與警方數字接近，踢爆反對派
再次「報大數」。
「民陣」元旦遊行隊伍昨日原定下

午3時正由維園起步，但市民對反對派
「例牌菜」反應冷淡，參加人數少得
可憐，反對派為免「輸人又輸陣」，
不惜把遊行推遲半小時開始「儲人
數」。

港大數字近警 反對派作大兩倍
警方傍晚公布遊行人數，指約有

6,100人由維園出發，最高峰時則有
11,100人參與。不過，「民陣」召集
人楊政賢晚上公布數字，「一如既
往」地「篤數」，誇大遊行人數兩倍
至3萬人。儘管如此，經常與反對派緊
密合作的港大民研計劃晚上公布遊行

人數點算結果，推算遊行總人數介乎
1.3萬至1.6萬之間，與警方數字較接
近，狠狠地摑了反對派一巴掌。至於
遊行後集會人數，「民陣」聲稱有
4,000人，但警方則指有2,200人，同
樣「發水」逾倍。
反對派「報大數」成性，如去年元

旦遊行，「民陣」則聲稱有13萬人參
加，但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及警方分別
估算約3萬人及1.7萬人參加。去年七
一遊行，「民陣」宣稱有43萬人參
加，但警方踢爆遊行最高峰時僅得6.6
萬人。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則估算，遊
行總人數介乎8.8萬至9.8萬之間，與
警方數字比較，民陣報大數6倍。

年年造假 走火入魔
「民陣」每年都在遊行人數上造假，

翻查資料，2004年警方和學者統計的七
一遊行人數為12萬至20萬，但「民陣」
竟宣稱有53萬人上街。2011年，「民陣」
聲稱「七一」有21.8萬人上街，是2004
年以來最高紀錄，但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推算人數只有5.4萬至6.4萬，兩者相差
近4倍。2012年，「民陣」更聲稱七一遊
行高達40萬人，為實際人數5倍。

港大踢爆「民陣」篤數 遊行累生意減半 商戶吐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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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元旦遊行場面冷清
參與者各有訴求「民陣」認人少又報大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鄭治祖）反對派組織

「民陣」及「真普選聯盟」

昨日舉行元旦遊行，聲稱要

爭取「無篩選」的「真普

選」，但市民反應冷淡，令

「 民 陣 」 不 得 不 「 報 大

數」。參與團體各有訴求，

包括爭取成立動物警察、反

對社區驗毒計劃等。特區政

府昨日發表聲明，指當局尊

重市民依法享有的遊行及發

表意見權利，並會嚴格按照

基本法規定，落實2017年普

選行政長官。

■■民陣及真普聯元旦遊行民陣及真普聯元旦遊行，，
參加人數稀少參加人數稀少。。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反社區
驗毒社工陣
線」成員將
麵粉灑在自
己的面上。
羅繼盛 攝

■ 林 小 姐
指，已要求
政府成立動
物 警 察 多
年。
羅繼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