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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狡辯改變不了「佔中公投」的非法性質
「佔中」發起者舉行的所謂「電子公投」，試圖挑

戰憲法和基本法，由他們制定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的
規則。這是一場違憲違法的政治騙局和鬧劇，「佔中
公投」的網上投票系統早已被揭發為製造「泡沫投票
率」巧設造假機關和空間，至昨日竟聲稱有超過64萬
人投票。面對這樣的「泡沫投票率」，港版「四人
幫」李柱銘聲稱喜出望外，陳日君聲稱發夢都未想過
有這麼多人投票，陳方安生聲稱顯示港人的心聲，反
對派金主黎智英則欲蓋彌彰否認在「公投」前夕密晤
美前副防長收受外國金錢。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則掩耳
盜鈴聲稱，全民投票雖然無法律效力，但不等同是非
法云云。

儘管反對派「四人幫」洩露天機聲稱發夢都未想過有
這麼多「泡沫投票率」，並且掩耳盜鈴否認「佔中公
投」非法，但「佔中公投」的政治騙局和鬧劇性質，以
及違憲違法的性質，是任何狡辯都改變不了的。

公然挑戰基本法的一場政治鬧劇

白皮書指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強調，香港
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無權自行創
制「公投」制度或發起所謂「公投」活動。在香港特
區進行任何形式的所謂「公投」均沒有憲制性法律依
據，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中聯辦負責人表示，香
港個別組織與激進反對勢力自編自導、合謀推出三個
不符合基本法的普選方案，並發動所謂「全民投票」
活動，是公然挑戰基本法的一場政治鬧劇。中聯辦負
責人強調，任何以所謂「公民抗命運動」逼迫中央政
府在原則和底線問題上作出讓步的圖謀，都是不可能
得逞的。

香港回歸後成為中央人民政府直轄的特別行政區，
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香港特別行政區之設，源於憲
法第三十一條規定。香港回歸後，在我國主權之下，
按照「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建立了新的憲制秩序。
這種憲制秩序是我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的。基本
法序言第三段明確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

以保障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佔中」
發起者舉行的所謂「電子公投」，由「佔中」商討日
自編自導、合謀篩選出來的三個普選特首方案，全部
包含「公民提名」成分。中央已經表明，任何試圖繞
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實質提名權的方案，都不符合基
本法。本港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都認同，「公民提
名」不符合基本法。「佔中公投」的違憲違法性質，
是無法掩蓋的。

效法陳水扁以「公投」謀「港獨」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

李飛指出，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不僅是基本法
在憲制層面作出的明確規定，亦可降低政治對抗、憲
制危機和民粹主義「三大風險」。「佔中公投」為
「公民提名」鳴鑼開道，意圖以「公民提名」取代提
名委員會或者架空提名委員會，在法律性質上就是要
改變和削弱基本法明確規定的唯一行使提名權的提名
委員會的法定地位。很明顯。「佔中公投」是公然挑
戰國家主權和基本法的一場政治鬧劇，其企圖就是要
製造政治對抗、憲制危機和民粹主義。

回歸後，絕大部分港人完全無意搞「港獨」，這是
客觀事實。雖然說從法理及客觀條件而言，香港根本
沒有任何「獨立」條件及依據，但這不等於香港沒有
人想搞「港獨」。回歸以來，反對派已經屢次鼓吹
「民族自決」分裂國家，並屢次效法陳水扁以「公
投」謀「港獨」。2010年公民黨及社民連策動的「五
區總辭，變相公投」，就是效法陳水扁以「公投」謀

「港獨」之手法，對抗人大常
委會決定，挑戰中央憲制權
力，目無「一國」，實質就是
「港獨」向「一國」挑戰。「佔中公投」不僅僅是
2010年「五區公投」的故伎重施，而且是一場企圖以
所謂「公民授權」挑戰中央主權，為反對派搶奪香港
管治權鳴鑼開道，最終實現「港獨」的陰謀。

國際法禁止以「公投」損害國家主權
反對派一再在香港搞變相「公投」，他們提出的理

據似是而非，如「公投」是收集民意的方法，「公
投」屬於諮詢性質、不違反基本法，等等。但是，在
香港以任何形式對未來政制發展問題進行變相「公
投」活動，都是與香港的法律地位不相符。而國際法
禁止以任何理由用「公投」方式損害一個國家的主
權。為了防止一個國家某個地區或某部分人利用「公
投」進行別有用心的活動，196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
《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明確指出：「任
何旨在部分或全部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
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相違背
的。」1993年聯合國人權世界會議的宣言指出：「自
決的定義，不得被解釋為授權或鼓勵任何行為，去部
分或完全分解或損害主權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及政治
統一的行為。」兩年後聯合國大會在其50周年的宣言
中重申了這個原則。香港特區的一切權力都由中央授
予，根本不能用「全民投票」的「變相公投」挑戰中
央權力和國家主權。

從香港特區憲制基礎看「佔中公投」的違法違憲性質
白皮書指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在香港特區進行任

何形式的所謂「公投」均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香港特區的一切權

力都由中央授予，根本不能用「全民投票」的「變相公投」挑戰中央權力和國家主權。任何

以所謂「公民抗命運動」逼迫中央政府在原則和底線問題上作出讓步的圖謀，都是不可能得

逞的。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系列解讀之九

市民冒紅雨 通宵等門票
駐軍借雨具見軍民和諧 參觀3軍營2.5萬票3句鐘派罄

香港文匯報訊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7周
年，由香港「藝育菁英」香港青年藝術發
展計劃主辦，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青
年事務委員會協辦的香港首個「全港青少
年繪畫日」昨日下午在香港尖沙咀海濱長
廊正式開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主禮，吸
引約3,000名青年參加。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昨日舉行，約

3,000名青年參與，其中1,000人即場繪畫維
港風光。袁國強在致辭時形容，畫不單是藝
術，也是一種能夠打破語言隔膜的溝通媒
體，更可以見證社會、歷史及文化的發展。
是次現場寫生活動，希望令青少年朋友有更
多機會接觸繪畫藝術，並進一步了解香港的
景貌，將藝術融入社區，令社區擁抱藝術。
他續說，是次活動除在香港文化中心進行
外，同時也會在全港18區的多個景點舉行。
無論從推動藝術文化，或是鼓勵青少年參與
社區活動，是次繪畫日實在非常有意義。
袁國強笑說：「我不是畫家，對繪畫沒有任
何心得。但我相信，寫生要畫得好，除了畫功
技術，也講求繪畫者的觀察力，包括是否能夠
從多角度捕捉眼前景象的神髓。繪畫者是否具

創意和發揮想像力亦十分關鍵。透過繪畫培養
的創意和創造力，對於青少年日後的成長和發
展，可以引發積極而正面的作用。」

袁國強：靠創意延續港成功
他強調，要延續香港的成功故事，「創
意」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他鼓勵青少
年朋友擴闊思維，發揮創意，不但關乎他
們的個人成長，也關乎社會整體的長遠福
祉。特區政府一直都透過不同的政策及活
動，培養本地青少年的藝術和文化觸覺，
鼓勵多元文化。是次繪畫活動與政府的工
作相輔相成，絕對值得支持。

■1,000名青年齊聚在尖沙咀海旁，用畫筆
描繪維港兩岸的迷人景致。 中新社

千港青畫出維港美景千港青畫出維港美景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的穩定發展，尤其是在
目前香港政制改革的關鍵時期，需要港人對中
央精神、香港基本法進一步加深理解。今年6
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了《「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更加系統
地闡述了「一國兩制」內涵和中央對港方針政
策。為使香港社會正確、客觀地理解基本法，
同時為香港政改及一系列社會價值衝突指出正
確的方向，和港人分享中國的價值、理念、理
論、經驗及成果，香港文匯報特舉辦「文匯大
講堂」，冀望可為傳播國家形象、提升社會正
能量、加快民族復興腳步提供助力。
「文匯大講堂」將於今天正式啟動，為緊跟

時事、釋疑解難，首講主題以解讀《「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為主，主講人為基本法專家、深圳大
學港澳基本法中心常務副主任鄒平學教授（見圖）。

楊健姜瑜李魯蔡冠深等主禮
應邀出席啟動儀式的主禮嘉賓有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

姜瑜，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新
華集團主席蔡冠深，以及多位港區政協委員及人大代表。

新華集團合辦 機構遍兩岸四地
「文匯大講堂」由香港文匯報主辦，新華集團聯合主辦，合作機構有兩

岸四地政治傳播研究中心和香港衛視，支持機構（按筆劃序）則包括：九
龍社團聯會、中國和平統一協進會香港總會、香港工會聯合會、香港工業
總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香港中國商會、香港中華文化總會、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
會、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香港玩具廠商會、香港青年協進會、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經貿商會、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港觀塘工商業聯合會、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
會、新界社團聯會、新界青年聯會。
承辦機構是香港文匯報國際公關顧問有限公司、文匯網和香港文匯管理學

院。支持媒體（按筆劃序）包括：大公報、大公網、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
全球商通網、成報網、亞太日報網、星島環球網、香港中國通訊社、香港新
聞網、紫荊雜誌、新城電台、新浪香港網、新華通訊社亞太總分社、鳳凰網、
澳亞衛視、點心衛視、鏡報等。

譴責闖軍營 市民倡嚴懲
激進組織「香港人優先」
成員早前手持港英旗幟強闖
解放軍駐港部隊軍營，近日
法庭對相關人士處以輕判，
僅判其中一名入獄2星期、

緩刑12個月，另外兩名被告則各被判罰款
2,000元。昨日不少在駐港解放軍中環軍營
外排隊領取門票的市民，紛紛譴責相關行
為，並認為判決過輕，難起阻嚇作用，認
為應嚴懲相關闖入者。

學生余先生表示，市民進入軍營有合法
也有不合法，他認為手持門票進入就是合
法，而當日有關人士強闖解放軍軍營即屬
不合法行為，「我進入軍營是不用怕被人
拉去坐牢。」

學生：駐軍有權開槍
被問及法院對相關人士只是分別判以入

獄2星期、緩刑及罰款2,000元，他表示是
次判決不能起阻嚇作用，應該加重判罰，

以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其實當時他
們強闖時，解放軍已放過他們，因為解放
軍配有槍械，有權開槍擊斃闖入者。」
年過90歲的關伯伯也強調，必須嚴懲衝
擊解放軍軍營人士，「解放軍保護港人，
而且又沒有花費任何香港納稅人的錢，憑
什麼去衝擊軍營？」他更表示應判有關衝
擊者「坐一年監」。
學生黃小姐亦認為，衝擊軍營行為不合

理，衝擊人士不應明知故犯。「他們的行
為很不應該，我不明白他們這行為的意義
是什麼。」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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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七一」，駐港解放軍新圍及石
崗軍營將於6月29日開放，而昂船洲

則於7月1日開放，昨日並在中環、九龍槍
會山、新圍及石崗軍營外派發2.5萬張免費
門票，當中昂船洲軍營有9,000張入場券，
新圍及石崗軍營則各有8,000張。每名市民
憑身份證最多可獲4張門票。

「迷彩友」：喜解放軍器材
星期六晚天氣惡劣，紅雨更曾於凌晨高
掛，排頭位的高中生余先生表示，早在當
晚9時就到軍營外排隊，其間曾下着傾盆
大雨，「幸好解放軍伸出援手，借出雨
具，萬分感謝他們。」一身迷彩裝扮的他
稱這是第二次參加相關活動，形容自己是
一名軍事迷，很喜歡解放軍的軍備器材，
同時亦想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享受是次

活動。他領取了4張門票，好讓父母亦有
機會參與有關活動。

設綠道方便長者殘障輪候
軍營派發點特別設有「70歲以上長者及
殘障人士綠色通道」，方便長者及傷殘人
士輪候。排頭位的關伯伯年逾90歲，在早
上6點到達門外輪候。
他表示過去每年皆有參加軍營開放日，

並認為通過有關活動可了解國家武器裝
備，對外展示國力。過去曾為中國解放軍
的李伯伯表示軍人甄選過程嚴謹，要求甚
高，而軍人的保家衛國精神可嘉。他打算
攜同小朋友及家人參與活動，見識解放軍
的風采。

家長攜子女參加助識國情

現場所見，不少家長帶同小朋友一同輪候
領取門票。陳小姐首次攜同8歲女兒參加軍
營開放活動，她表示主要想透過是次參觀，
讓小朋友了解解放軍的軍紀，認識中國國
情。「這次活動可讓小朋友開開眼界，見識
軍人生活及參觀相關設施。」她認為有些知
識不能單單從書本上學習，可透過類似參觀
軍營的課外活動，從中學習。
今年第一次前來輪候門票的招先生表示

軍人甚少在香港街道出現，「希望通過參
觀，讓小朋友了解保護香港的不止有警
察。」
同樣是第一次參加活動的「軍事迷」黃

小姐認為解放軍保護國家及人民的情操偉
大，因此前來支持是次活動。她領取門票
後，更主動要求與解放軍合照，以作留
念。「他們（解放軍）坐得挺直，而且好
嚴肅，很有威嚴啊！」
對外開放期間，相關軍營活動豐富。駐

港解放軍昂船洲、新圍及石崗軍營除了共
有項目，如升旗儀式、軍樂隊列表演、武
器裝備展示、參觀連隊生活設施和小菜糕
點製作等外，還各自有其特色內容，例如
石崗軍營安排有反恐突擊救援演練和獵人
戰鬥演練項目，昂船洲軍營則有模擬訓練
體驗，包括艦炮模擬射擊、艦艇模擬操
縱、單兵激光模擬對抗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駐港解放軍緊守崗位，軍紀嚴明，市民鮮

有機會與他們近距離接觸。香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17周年紀念日，為慶

祝是次盛事，駐港解放軍昂船洲、新圍及石崗軍營將開放予市民參觀，

並於昨日派發2.5萬張免費門票。在中環軍營門外，前來排隊領取門票的

市民絡繹不絕，未到派發時間，已有超過100名市民在軍營門外輪候，

門票約3小時後全部派發。排頭位的余先生表示，星期六晚9時已開始排

隊，其間曾落大雨，幸得解放軍借出雨具，他對此表示萬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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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姐
盼女兒增
加對國情
的認識。
彭子文 攝

■黃小姐
認為解放
軍保護人
民的情操
偉大。
彭子文 攝

■李伯伯
讚軍人的
保家衛國
精 神 可
嘉。
彭子文 攝

■■駐軍借出雨具駐軍借出雨具，，免排隊市民濕透免排隊市民濕透。。圖圖
為軍營外千傘並舉盛況為軍營外千傘並舉盛況。。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排頭位的余先生排頭位的余先生((右右))早在前晚早在前晚
99時就排隊時就排隊。。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大批市民冒雨在中環軍營門外領大批市民冒雨在中環軍營門外領
取參觀軍營的門票取參觀軍營的門票。。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