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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公投」是典型的「賣假貨」騙局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曾一針見血指出：「不能單純以誰的口號喊得響、聲音叫的

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基本法明確規定，行
政長官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提名，並無其他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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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反對派硬要離開普選的法律規
範另搞一套「公民提名」之類的違法方案，只會將普
選的討論引向歪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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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以
「公民提名」取代提名委員會，其違憲違法性質是無
法掩蓋的。

票；可冒用他人身份投票；身份證號碼可於網上隨機
產生；未能判斷是否本港永久性居民；未滿 18 歲者也
可參加投票；投票數據不公開；隨時誇大投票人數；
網上保安不完備。不少市民也紛紛揭發所謂「電子投
票」還有更多空子可鑽，利用電腦、手機、平板電腦
等便可以一人投多票，除了可利用網上程式「自製」
身份證號碼狂投票外，投票人還可使用兒童、外傭甚
至已故親人的身份證投票，可通過網上程式「自製」
手機號碼，及以太空電話卡或商業系統收取短訊以避
開「重複投票」等。港大民研總監鍾庭耀也不得不承
認投票系統有漏洞。實體票站則如無掩雞籠，有心人
可隨意造假。有市民披露，他們已成功重複投票，證
明所謂「電子公投」結果根本無可信性可言。「佔中
公投」搞手所謂的「全民投票」，只是假話、大話、
空話，根本沒有經過任何科學的抽樣程序，絕不能與
全港市民的聲音畫上等號。

虛假「數字」不能代表真實民意

刻意將「投票」與「佔中」作綑綁

第三，不論是「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
耀明，還是鍾庭耀等人，他們自己心裡最清楚，無論
「投票人數」是多少，都不過是一個虛假的「數
字」，它並不能真正、全面體現香港社會的真實民
意。港版「四人幫」李柱銘大叫「喜出望外」，陳日
君狂呼「發夢都未想過有這麼多人投票」，陳方安生
提高調門稱投票率顯示港人的心聲。這典型顯示，在
市場上吆喝聲音最大的往往是賣假貨的。輿論揭露，
是次電子「公投」有八大漏洞：電腦及手機可重複投

第四，「佔中公投」刻意將「投票」與「佔中」作
綑綁，刻意渲染「有多少人投票，就有多少人支持
『佔中』」的假象，宣稱所有投票人士都會視作支持
「佔中」，哄騙不少市民無辜成為「佔中」的支持
者。但所有民調已顯示主流民意不支持「佔中」，認
同特首普選必須依法辦事。「佔中」搞手利用一個可
以任意操縱的「全民投票」，企圖以此綁架民意，這
樣的騙局，凸顯「佔中公投」搞手招搖撞騙、渾水摸
魚的騙術。

大來判斷對錯是非。有一句諺語：在市場上吆喝聲音最大的，往往是賣假貨的。對此，大家
要有清醒認識。」「佔中公投」就是典型的「賣假貨」騙局，這是一場違憲違法的政治騙局
和鬧劇，市民應高度警惕「佔中公投」搞手招搖撞騙、渾水摸魚的騙術。筆者從六個方面揭
露「佔中公投」的騙局，供讀者參考。

挑戰基本法的一場政治鬧劇

周融

首先，「佔中公投」搞手掩耳盜鈴聲稱，「佔中公
投」只是民意表達方式，以示爭取真普選的決心，
「全民投票」雖然無法律效力，但不等同是非法云
云。但是，香港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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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從國務院
港澳辦、中聯辦，到特首梁振英、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均強調，佔中公投毫無法律效力，政改方案必須符合
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中聯辦一針見血地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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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公然挑戰基本法的一場政治鬧劇。

「佔中公投」為「公民提名」鳴鑼開道
第二，「佔中公投」搞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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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提名」的要害是違反基本

斥「公投」造大數
：批「佔中」不擇手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中」行動發起欠缺法理基礎的所謂
「全民公投」，聲稱逾 70 萬市民參與投票。惟當中電子投票系統連日遭詬病
「漏洞多多」，「幫港出聲」召集人之一周融昨於一公開場合中直斥，「公
投」「造數造得好好」，有關系統投票「兒戲」，又批評「佔中」行動為求達
到目的不擇手段。另外，「幫港出聲」同日分別到灣仔香港警察總部、立法會
及政府總部，表達對現時本港政局暴力頻生的不滿，並支持港府及香港警察。
「幫港出聲」發起人之一周融昨日質疑「佔
中」公布「全民公投」的票數，認為當中收到
的投票大部分是經網上或手機應用程式投票
「造數」，但表示自己尊重參與實體票站的數
萬名市民表達意見。

「想數字多大，隨時造得到」
他狠斥數十萬票電子投票是「造數造得好
好」、「投票兒戲」，「昨日我見到很多地方
排隊簽名，我很尊敬這些親身出現的市民……
我覺得這是真實的，要讓香港政府知道香港人
真的有意見，但並不是所講的 70 萬人(電子投
票)。老實講，你想造到數字有多大，隨時造得
到，大家有看投票程序(就知道)有多兒戲。」周
融又相信「佔中」要造數，目的是要製造一個
大數目，「令『佔中』得到安慰、令泛民議員
可堅持。」
他又批評，「佔中」聲言電子投票系統遭
「國家級」黑客攻擊是無理據可言，認為如果
真的遭受攻擊，為何「佔中」仍未找警方協
助，更指有常理的市民都知是「做馬」。

「幫港出聲」贈旗聲援政府警方
周融補充，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密會美國

前國防部副部長，時間十分巧合，而「佔中」
聲稱遭到的攻擊亦恰巧在投票前一兩天停止，
■「幫港出聲」到警察總部送贈錦旗及信件。
直斥「唔好呃人呃到咁」。
有見「佔中」行動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
段，「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馮家彬及律師
錢志庸等人，昨日分別到灣仔香港警察總部、
立法會及政府總部，表達對香港政局對峙、社
會分裂、暴力挑釁頻生，以及騎劫民生成風的
不滿，而對於近期立法會內、外發生的大規模
衝突事件，嚴重挑戰法治，「幫港出聲」強調
絕不能容忍。「幫港出聲」又向警方代表、政
府及立法會秘書處遞交信件，並致送錦旗，表
示聲援及慰問。
■「幫港出聲」到立法會送贈錦旗及信件。
周融指出，違法「佔中」是自 1967 年暴動以
來香港最嚴峻的考驗，而警方正正是保衛香港安
寧於和平的最後後一道防線，避免香港陷於危險
抗爭之中，故此有需要出來支持警方。港島總
區指揮官李建輝昨日接過請願信後強調，連日
都收到市民表達支持警隊執法，警方尊重言論
及集會自由，但呼籲市理性表達訴求，對於違
法行為警方會果斷執法。隨後，「幫港出聲」
代表又到立法會大樓門外，將錦旗及請願信交予
立法會秘書處代表，之後到了政府總部門外，與
保安員握手，將錦旗送交保安局代表。
■「幫港出聲」到政府總部送贈錦旗及信件。

莫雪芝 攝

重演「受大規模網絡
攻擊」騙術
第五，「佔中」發起人與鍾
庭耀連日來通過各種傳播手
段，對外宣稱民間投票的模擬網站受到大規模網絡攻
擊，令系統接近癱瘓。負責的港大民研計劃形容攻擊
規模史無前例，背後是「國家級網絡攻擊力量」，為
此他們決定將電子投票時間延長，並就事件向警方舉
報云云。所謂的「DDoS 攻擊」、「數億次同時攻
擊」、「國家級網絡攻擊」、「意圖阻礙市民表達意
見」等等，2012 年同一批人為求推高「3‧23 民間全民
投票」，已經用了一次，這次又再重演騙術。

出賣香港人的私隱
第六，所謂「電子公投」的網上投票會導致身份證
號、手機號碼等個人資訊外泄，侵犯個人私隱，也存
在非法利用的可能。這次網絡動員的網絡服務供應商
名為「CloudFlare」，總部位於美國三藩市，而「全民
投票」恰選擇這間公司護航，既是出賣香港人的私
隱，更是向美國自投懷抱。去年六月中，斯諾登來港
踢爆美國涉透過監控互聯網侵犯港人私隱，通過美國
九大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中央伺報器搜集港人私隱。該
九 大 公 司 包 括 港 人 經 常 使 用 的 Microsoft、 Yahoo、
Google、 Facebook、 PalTalk、 CloudFlare、 Skype、
Youtube 和 Apple。「佔中公投」出賣香港人的私隱，
是對港人的背叛。

特首休假非訪京
強調無關「公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今日
(24日)晚上，離港休假3天，至本月27日返港。離港期間，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將署理行政長官職務。消息人士透露，梁
振英需要離港處理私人事務，強調目的地絕非北京，更加與
所謂「622全民公投」活動無關，外界不要作出胡亂的揣測。

傳馬坑監獄騰空 懲教人員：未接通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面對「七一」遊行即將來臨，已
經有反對派團體「事先張揚」，將會預演「佔中」。汲取過去兩
周反對派及其滋事者，以激進手法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教訓。政府
針對可能發生的「佔領中環」行動，正作出各項部署。有報道指
出，其中一個考慮方案，就是將赤柱馬坑監獄騰空，作為羈留及
臨時收押用途。
據懲教署資料顯示，馬坑監獄是低度設防院所，主要收押男性
成年及年老低保安風險的犯人。據了解，由於馬坑監獄收容額約
220 人，「佔中」一旦發生，可能會有大批人士被拘捕。當局評
估過後，認為調動馬坑監獄的囚犯，比教調動其他較大收容額的
院所容易，加上有關安排可能只屬臨時性質，暫存在馬坑監獄亦
較為適合。
懲教事務職員協會高級組主席黎偉強表示，未曾接到署方任何
騰空或調派監獄的通知，過往為配合警方或其他執法部門的行
動，懲教署亦試過在短時間內收押大批羈留人士。但他認為，如
果要突然收留過百名人士，無論到哪一個院所，都會有一定困
難，因為收押程序繁複，相信要臨時增加懲教人員人手才能做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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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倡傳閱審議低爭議撥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部分反對派與激
進人士「裡應外合」，以暴力衝擊議會的手法，多
次阻礙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
期工程撥款申請，而財委會將於本周五第六次討論
有關撥款文件。一眾建制派議員昨日與財委會主席
吳亮星會面。新民黨建議以傳閱方式，審議一些爭
議性較低的撥款申請，以及「雙軌」審議其他撥款
申請，以應付積壓的撥款申請。但反對派就聲稱押
後該份文件，先行處理其他撥款申請。

會期剩兩個月 換主席無意義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於會後指出，建制派立法會
議員與財委會主席吳亮星舉行會議，商討本星期五
財委會的應對策略。葉劉淑儀說，早前建議由副主

席劉慧卿暫代吳亮星主席一職，主持審議新界東北
發展前期撥款，但未獲各黨派支持。另外，葉太還
解釋，由於吳亮星已經預備了不同的策略，應對下
次財委會可能出現的情況，加上今年會期只剩一兩
個月，建制派議員經過商議後，眾人均認為，此刻
換主席並無意義，個人亦決定打消有關想法。
葉太表示，為解決議程堆積的問題，促請財委會
舉行一次特別會議，商討並考慮採取下列兩項「以
民為先」的措施，以應付大量因拉布而積壓的撥款
申請，避免阻延市民期待已久的基建及民生項目，
不會因一個議案而無止境拖延其他審議，為社會的
整體利益設想。方法可以採用傳閱方式考慮一些爭
議性低的撥款申請項目，根據《財務委員會議事程
序》第二十五條，財委會任何須由委員會決定的事

「佔中公投」篤數綑綁溫和反對派
《蘋果日報》日前大字標題是「黑
客施襲 造假流言 激起民憤 港人網投
後再到票站表態」。《蘋果》不打自
招，等於承認了雙重投票，重複計
算。《蘋果》報道說「多個民間團體
亦為 7．1 遊行後可能出現的預演『佔
中』準備就緒」，「和平『佔中』發

宜，可藉傳閱方式交由各委員研究，讓委員研究部
分積壓的撥款申請，尤其是那些爭議性低的撥款申
請項目。

「雙軌審議」處理急切撥款
其次就是加開特別會議，進行「雙軌審議」。葉
太指出，在星期五的會議外，另加開特別會議，處
理多項積壓已久且有急切性的撥款申請，避免影響
一些基建工程及利民紓困的措施。
但是，有份阻礙會議的工黨主席李卓人就聲稱，
與其「雙軌」審議撥款，不如要求政府押後有關新
界東北的議程，先審議其他撥款申請。就算爭議性
較低的議題，議員都可就申請提出改善建議，傳閱
方式審議撥款申請，令議會失去監察功能云。

徐庶

起人戴耀廷警告，若政府漠視投票結果，只會逼港人
於 7．1 採取更激烈的行動。」這充分說明，外國勢力
和香港的反對派早已經部署好「佔中」，以這個「核
彈」癱瘓香港金融中心，並且造成對香港的巨大金融
衝擊，企圖迫使中央讓步。
有人說，國務院發表了總結「一國兩制」的白皮
書，才會有如此劇烈的反應。這是混淆視聽。反對派

變激進，2 年前已開始。戴耀廷部署「佔中」是 18 個
月前的事，香港出現了去中國化的口號，包圍政府總
部「反國教」、「反割地賣港」、「中國人滾回中國
去」及「香港自治運動」，是 2012 年 10 月開始的事
情；激進派衝進立法會，佔領了立法會大廳，是 6 月 6
日的事情。這種說法把前因後果顛倒了。
反對派利用了外國的互聯網和伺服器，製造了一個
貌似沒有漏洞的公民投票系統，利用手機軟件的方
便，讓年青人可以不費任何成本和時間，就可以進行
投票，投票之後，還可以通過群組，展示出「多謝投
票」的畫面，互相串聯，向朋輩製造壓力，催谷他們
投票。更重要的是，整個投票的策略，就算用不同的

身份證號碼進行投票，也可以作實。如果用電腦投
票，編造一系列的身份證號碼，更加可以進行無限次
數投票，造成以一當十，以一當百的虛擬效果。
有理由相信，所謂全民投票的數目，一定會超過100
萬以上，這個數字有甚麼用？第一，令民主黨受到全
民投票的約束，在立法會一定要大力支持「公民提
名」的方案，拉倒特區政府提出的符合基本法的方
案；第二，反對派要製造「佔中」的口實和根據，推
高投票的人數，所有政黨都會受到綑綁，參加「佔
中」。所以說，利用篤數虛報投票人數，說明了反對
派現正在冒險一搏，在 7 月份，香港將會出現一場大
風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