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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按照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中央
政府授權建立的地方行政區。中國的憲法，沒有「公
民投票」的制度，香港也沒有所謂「聯邦國家」的剩
餘權力，「公民投票」排斥基本法，提出「公民提
名」的方案，完全是違反憲法的。

香港進行「公投」違法違憲
違法，是指「公民投票」完全違反基本法有關政制

發展附件一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對普選行政
長官另搞一套，所以是違反基本法。
在6月上旬，所有的民意調查，都說明大多數香港市
民支持按照基本法提委會的模式，選出不與中央對抗
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支持率達到53%，反對提名委員
會推選候選人的只有28%。但是，到了下半月，反對
派的所謂「公民投票」，卻製造出另外一種民意，將
少數人的民意，戲劇性地變成了多數民意。這是一種
偷天換日的欺騙行為。
整個「公民投票」過程，充斥造票、造假、抹

黑、說謊的行為，手法是卑鄙的。「公投」無論是網
上版、手機版或手機應用程式版，均不設IP地址及手
機號碼限制，以電腦及手機便可無限次投票，「佔
中」支持者可無時無刻不停投票，推高投票人數。有
網民更利用電腦、手機和平板電腦等設備，一人投多
票。外國如愛沙尼亞也有電子投票，但就要國民的智
能身份證內的電子證書（e-Cert）作驗證，但本港資訊
科技基建未成熟，根本未能做到電子投票。
有人更在網上教授如何利用身份證號碼產生器偽造

大量號碼，無限量進行投票；有網民亦上載「手機號
碼線上免費生產器」的網址，可隨意自製手提電話號
碼，避過「佔中」所謂「一個手提電話號碼只可投一
票」的限制。此外，保險、電訊、金融機構的外判商
亦持有大量身份證號碼，只需購入身份證號碼，「佔
中」即可輕易造票。由於欠缺監管，不少市民便表示
在不知情下，自己的身份證號碼被人用作投票。
作弊證據之一，是允許重複投票任意篤數。講的一

套，做又是另一套。雖然民研計劃聲稱系統不會容許

重複投票，同一身份證號碼或手機號碼只可投票一
次。然而「公投」實體投票系統卻被揭發未能識別重
複投票行為。有市民便表示在香港城市大學的票站成
功以身份證投票後，再以同一張身份證到香港理工大
學的票站投票，工作人員兩次輸入他的身份證號碼，
仍能成功通過身份「驗證」，重複投票。有人只要走
遍15個票站，便可不斷投票篤數。
香港的所謂「公投」，變成了外國也可以參與的怪

事，變成了國際參與的「公民投票」。「公投」雖只
限香港永久性居民參與，但有內地網絡專家親身試
驗，通過在香港朋友的幫忙購買香港電話卡，通過遠
程登錄的方式獲得香港的IP地址，再利用香港身份證
查詢網站隨機生成香港身份證號碼，證實非香港居民
利用網絡生成的香港身份證號碼亦可成功投票。該專
家指出，「電子公投」系統要求投票者要有香港IP地
址、香港身份證號碼和香港手機號碼作為驗證的三個
限制條件，形同虛設。有市民亦指以外傭的身份證亦
能投票。
「公投」聲稱以民間籌款舉辦，有報道卻踢爆為其

提供投票系統的網絡供應商「CloudFlare」，與美國情
報局關係千絲萬縷，本身更是中情局網絡服務供應商
之一。外界關注「公投」涉及很多市民的個人資料，
包括名字、電話、身份證號碼等，中情局隨時間接掌
控數十萬名投票市民的私隱資料，「公投」搞手亦從
無說明如何保護這些資料，市民私隱毫無保障。

篤數漏洞多「公投」不可信

「佔中公投」交
由與反對派關係密
切的港大民研負
責，兩者控制數
據，沒有第三方監
管，亦無任何覆檢
機制。輿論認為，
「佔中」發起人為達政治目的，數據要加、要減、
要改，全由兩者掌握。有專家便提到，反對派堅持
「電子投票」，因為手機號碼難以追查，身份證號
碼亦能任意冒用，造數沒有難度。而且，在香港進
行的「公投」，統計的伺服器卻被安排在美國，除
可見到背後美國操縱的影子，也是為防止犯罪證據
被揭穿。
在投票的過程中，反對派製造了所謂「國家級別的

黑客入侵」事件，情況就好像台灣民進黨的陳水扁在
選情落後之下所製造的槍擊事件，充滿了欺詐性。第
一是要為「香港投票，伺服器設在美國」製造輿論，
第二是製造反中反共情緒，為人為作弊推高投票率製
造理由。
「佔中公投」的結果，是不可信的。因為這個所

謂投票要推翻按照基本法落實普選，更要「佔領中
環」，造成香港天下大亂，經濟受到嚴重打擊，損
害民生，居然還有七十八萬人支持，這是違反常理
的。大量民意調查，都指出反對「佔中」的民意達
到了六成。說市民授權「佔領中環」的說法是非常
荒謬的。

莊成鑫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目的違憲 手法作弊 結果不可信的「佔中公投」
為期十天的「佔中全民投票」結束，據主辦者聲稱總票數高達78萬。反對派為此歡呼大

叫，稱是「民意的勝利」、「雞蛋戰勝高牆」、「佔領中環獲得授權」，戴耀廷宣稱「佔中

將進入談判階段」，企圖作為談判籌碼，並且綑綁溫和派支持「公民提名」方案， 拉倒按

照基本法的政改方案。很明顯，「佔中公投」的目標，就是要挑戰基本法，扼殺2017年普

選行政長官，在香港製造暴力事件，這個目標完全違反了香港絕大多數要求2017年按照基

本法實現普選的主流民意，所以是反民主的，也是違憲違法的。

■莊成鑫

「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的朱耀明日前
表示，若政府不願意對話，今個月內會發
起罷工、罷市的不合作運動，甚至八月就
「佔中」。對於朱耀明罷市罷課以及提前
「佔中」的言論，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隨
即大力響應，指一般大專生相當關心政制
發展，如果中央態度強硬，相信9月發起
大專生罷課是合適時機云云。近日「佔中
三子」頻頻發言，一個比一個激進，一次
比一次磨刀霍霍，表面上大有一呼百應之
勢，但實際上不過是形格勢禁，身不由
己。

「三子」轉激身不由己
事實上，自從「佔中商討日」開始，

「佔中」便出現了明顯變化，就是激進反
對派已經逐步主導了行動，「三子」的言
行也不斷受到激進派牽引。為甚麼出現這
個變化？主要原因是激進反對派在「佔中
商討日」的投票中罔顧政治道德，人為操
縱了投票的結果，令所有方案都成為了
「公民提名」的禁臠。面對激進派擺明車
馬的騎劫，當時不但「佔中三子」極為不
滿，民主黨更一度表示要分道揚鑣，這本
來是與激進派劃清界線的最好時機。但就
如「鴻門會」的結局一樣，最終因為婦人
之仁，又或是幕後老闆的發功，溫和反對
派沒有立即反面，「佔中三子」因為缺乏
鬥爭經驗，在「人民力量」、社民連等誓
神劈願表示下不為例之後，就不了了之，
結果種下了禍根。
及後，激進派就利用「佔中」與「公民

提名」綑綁的有利形勢，不斷為「佔中」
添薪加火，而「佔中公投」製造出來的70
多萬民意，更成為激進派頻頻催戰的理
由。最後一，就是在七一遊行中，不理
戴耀廷指示，由學聯與學民思潮兩個「學
字輩」的激進團體，自行發動「佔中」，
分別佔領遮打道和特首辦，並且引發大規
模的衝突和拘捕行動。激進派不由「人民
力量」、社民連等「老手」打頭陣，反而
任由學界出手，顯然就是要製造學生被捕
的場面，在社會上博取同情，以此迫「佔
中三子」必須支持和配合。連學生也甘願
自毀前途，「三子」再溫吞水豈不連學生
也不如？還有甚麼資格領導「佔中」？激
進派不斷向「三子」以及溫和派施加壓
力，並且利用《蘋果日報》等喉舌每日軟

硬兼施，結果令民主黨搶閘表態，更成功
令「三子」相繼出來表示在這兩個月就會
發動「佔中」。這些正說明在「佔中」內
鬥中，激進派已經全面佔據上風，始終三
個學者牧師又怎可能鬥得過一班內鬥內行
的激進派？

激進派要將「佔中」據為己有
現在激進派要迫「佔中」行動提前發

動，並非真的希望「畢其功於一役」，這
麼快就要核爆中環，真正目的不過是借刀
殺人乘機奪權。在七一遊行後的「佔中預
演」，有一個情況值得分析，就是在當晚
幾乎所有激進派頭頭都秋毫無損：黃毓民
一早已經離開去電視台講世界盃；其愛將
黃洋達說要支持學聯，但在途中卻不知所
終；「人民力量」及其外圍組織「佔中後
援會」一早更加不見蹤影；唯獨是幾個社
民連人士有到現場打氣，但主持大局的社
民連副主席吳文遠影了幾張相放上face-
book後，已打道回府。最後被捕的是甚麼
人？是一些入世未深的青年人，被朋輩煽
動參與，結果鑄成大錯，在電視機前痛哭
失聲；也有一些市民被召集出去，結果變
成了替死鬼。但始作俑者卻分毫無損，這
難道是偶然？當然不是，這是激進派一貫
的伎倆，就是推人作爛頭卒，成功了就出
來撈取「革命成果」，失敗了就由他人承
擔代價，他們則在風頭過後，一片風涼。
這就是激進老手的鬥爭經驗。
所以，他們不斷推「三子」、推溫和派

提前「佔中」，不過是重施借刀殺人的故
伎，如果「佔中」成功引起社會關注，激
進分子大力叫好，他們就可以走出來說，
一切都是我們推動「三子」的功勞。相
反，更大的機會是，「佔中」很快就被警
方平定，「三子」以及一眾參與其中的溫
和派都被拘捕，其時「佔中」在群龍無首
之下，一直明哲保身的激進派這時就可以
走出來，將整個行動據為己有，表示會承
繼「三子」的「遺志」，繼而將「佔中」
的有形和無形資產都一攬包收。結果，
「佔中三子」和溫和派付出了巨大的代
價，不但甚麼也爭取不了，反而將整個
「佔中」主導權拱手讓予激進派。難怪激
進派近日如此意氣風發，「三子」已自動
跌入陷阱，成功已在咫尺，哪有不高興之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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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的「佔領中環」，不外是建立
自己的談判籌碼。現在是製造輿論希望
和中央進行談判的時候了。他們四顧茫
茫，煢煢孑立，發覺唯有找英國政府支
持，圍繞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如何投
票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
人的數目是多少個等議題，製造輿論，
希望達到了英國人所說的「不是中央主
導」，而是「香港人自己主導香港的將
來」的結果。
陳方安生和李柱銘到了英國並在英國
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演說，呼籲英
國人支持他們在香港爭取民主。這當然
是非常可笑的行為。為了增加推銷產品
的效果，香港大律師公會，也為陳方安
生和李柱銘的訪英之行，努力打邊鼓，
作出註腳，解釋他們究竟要爭取什麼重
點利益。
大律師公會日前就政改問題第二度發
出聲明，批評特區政府斷章取義，誤解
了他們不支持「公民提名」的立場，還
自打嘴巴說，該會指「公提」不符基本
法外，亦特別提醒政府需考慮廣泛受到
公眾支持的方案，明顯是指有「公民提
名」成分的方案。公會一方面指「公
提」不符基本法，同時要求政府在政改
方案中加入「公民提名」的理念，有法

律界人士認為公會屬意「提名委員會暨
選民提名」混合模式。
公會其實心目中已有答案，就是在提
名委員會內加入一般選民界別，就像前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提出的「香港2020
方案」，由全港選民選出的「分區提名
委員」，以突破「公民提名」不符基本
法的困局。公會講述人大於2007年12
月29日作出的決定，當中提到「提名委
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
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公會認為
「可」屬非強制性，「參照」亦非「依
樣畫葫蘆」，界別組成可進一步討論，
包括有甚麼界別和各界別比重等；但強
調提委會的組成需要能反映「有廣泛化
表性」。公會認為，「提名委員會暨選
民提名」混合模式有探討空間，如當有
人獲得1%「公民提名」，便可參選，
除非有三分二提委會成員反對。
均衡參與是基本法關於提名委員會的

重要原則，確立不同社會功能、經濟功
能的界別，有相同人數平衡地參與。產
生的方法是多樣配合的，不會偏向於分
區直選。彭定康的選舉委員會方案就是
區議會直選方案，早已經被否決了。大
律師公會為陳方安生方案護航，實在太
露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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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煽動市民發起的所謂「佔中預演」，不僅導致中環部
分商戶關門謝客，甚至令到當日新上市的公司無法在港交所
舉行儀式，金融活動大受影響，嚴重打擊本港金融中心形
象，聞者痛心。
上市是企業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轉捩點及新的里程碑，意

義非凡。在這特殊的時刻不能舉行上市儀式，對公司而
言是莫大的遺憾及損失。無奈今日的香港，政治爭拗不
斷，議會暴力愈演愈烈，街頭硝煙瀰漫，早已不復往昔
之安定繁榮。
穩定與繁榮一直是相伴相生的，穩定是繁榮的基石，這

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佔中預演」帶來的損失就是最好
的證明。近半年來針對內地旅客的「驅蝗」、「拖箱」等
偏激行為，不僅有違尊重、包容的文明禮儀，損害「購物
天堂」的美譽，更直接重創本港零售業和服務業。統計數

據指5月份香港零售額暴跌9.9%，成「沙士」以來最差，
黃金周風光不再。
每一位商人最樂見的，必然是穩定的社會、繁榮的市道。

騎劫民意，一意孤行搞「佔中」、反「自由行」，致使商家
關門、遊客遠避，滿足了部分居心叵測人士的政治圖謀，卻
直接損害了港人的根本利益，損害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這
是所有熱愛香港的人都不會認同、不會接受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然而，少數反對

派人士在莊重嚴肅的議會上，動輒爆粗、掟杯，這絕不是得
道者應有的風範。有關「普選」和「佔中」的民調顯示，支
持「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確保候選人不會跟中央
政府對抗」及反對「佔中」的人都超過半數，分別達到
51%、54%。民意昭昭，不容漠視，希望「佔中」搞手懸崖
勒馬，切莫再繼續傷害我們的家園。

穩定促繁榮「佔中」損經濟

文平理

港輿論：「佔中」打爛飯碗 支持警方執法

《新報》社評指「佔中」影響的是整個香港，「我們
向來的立場，是反對『佔領中環』，認為此舉會影響香
港的金融經濟。在昨天，滙豐銀行發表了季度環球證券
研究報告，其內容也是認為『佔領中環』將令中港關係
惡化，可能會損害香港經濟，所以，它將港股的評級由
原來的『中性』，下調至『減持』。這是第一家以『佔
領中環』為理由，去看淡港股的大行……(「佔中」)將
會是整個社會的大動盪，影響範圍是整個香港，撕裂的
也是香港人，而不是單單限於中環，這一點，那些美資
大行當然是心照不宣，不會向香港人明言的。」

「佔中」禍港市民成犧牲者
《明報》署名文章則憂慮「佔中」會影響中央對港

信心，「這次發改委表態反對『佔中』，反映事態的
嚴重性，中央已經在做全方位的準備，動用各種手段
加以應對……從另一角度看，中央可能認為，按照目
前的政治發展趨勢，香港非亂不可，人民幣國際化的
進程不能因為香港亂而受到影響，不能把雞蛋放在一
個籃子上，所以加速發放結算中心的地位給不同地
方，規避風險。而且，香港也只剩下金融中心一個功
能，中央連這個影響香港命脈的功能也放棄，說明北
京已經為香港出現亂象做好打算。香港金融中心位置
一旦被削弱，各行各業都會受到影響，防止生亂才是
上策。」
《經濟日報》署名文章直斥「佔中」禍港，「『佔中』

無視法治基礎，更會破壞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筆者認為絕對無理由出此下策。除非是別有用心，建制派
認為這是外國勢力，藉此破壞香港，圍堵中共，實不無此
理。最不幸的是，一班熱血青少年，以為自己爭取的目標
高尚，勇往直前及不惜一切去完成『佔中』行動，結果引
發大規模暴力傷亡事件，政治事件對投資者的心理影響，
可以是爆炸性的，可能一發不可收拾。滙豐銀行也表示『佔
中』令中港關係惡化，下調港股評級，建議減持港股。筆
者相信不少投資者也會評估是次事件的影響，是否需要調
整投資組合，降低不動產，尤其是房地產所佔比例。」
《明報》署名文章分析中央不怕「佔中」搞大，

「『泛民』確有一些人這樣認為：如果中央堅持底線不
退讓，『泛民』就會聯手否決普選方案，到時， 『佔
中』不僅會發生，而且會搞大，香港將出現難以管治的
局面，中央承受得起這樣的代價嗎？其實，『泛民』人
士應該知道，中央當然希望依法落實普選，但對『泛
民』聯手否決已作最壞打算。對於『佔中』，中央當然
不希望這種損害香港整體利益的事情發生，但即使發
生，中央不會怕，就算『泛民』將『搞大』，中央和特
區政府也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應對。一句話，威嚇中
央，不會有實際意義。」

警方文明克制 將依法處理「佔中」
《頭條日報》署名文章認為不容警隊失效，「 這次

『佔中』預演，展示了我們的警隊高度專業，香港要避
免陷入動亂，有賴警隊繼續專業地執法，無聊政客和幼
稚示威者的批評，不應阻擋警方嚴正執法，對警務人
員，相信絕大部分市民都只有一個期望：謹守崗位，不
偏不倚，嚴正執法。香港人都知道我們的社會穩定，得
來不易，我們絕對不會容忍無聊政客將警隊妖魔化，支
持警隊，不容警隊失效，相信一定是我們的社會的主流
意見！」
《星島日報》署名文章則反駁被捕人士對警方的批

評，「示威者的自由並非無限，肉體上的舒適亦非絕對
權利。警方有權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做他們認為合適的
決定。何況，當晚警方有忠告參加者自行離開，比倫敦
警察客氣多了。示威者已有大半天時間表達訴求，他們
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已獲得充分尊重。警員只是徒手抬走
示威者，過程中沒有使用任何武器。被捕人士上車後還
可以精神奕奕地展示勝利手勢。清場進度緩慢，可見警
方表現克制，甚至比其他地方的警隊更克制。凡此種種
都顯示，這種『武力』已低無可低了。香港警察是一支
優秀的隊伍，這是舉世公認的；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的
城市之一，他們功不可沒。讓我們繼續支持警察公正執
法，維持社會秩序。」

多份研究報告及

民意調查都指出，

「佔中」將直接衝

擊本港股市，打爛銀行從業員飯碗。輿論認

為，「佔中」一旦爆發，直接打擊本港的金

融心臟，引發股市大幅波動，本小力弱的小

股民必定遭受損失。而「佔中」影響整體經

濟，不單損害銀行從業員生計，更會產生衝

擊打工仔就業的後果。對於警方早前應對

「佔中預演」行動，輿論肯定警方果斷清場

絕對有必要，既維護了中環金融中心秩序，

更顯示政府維護法治的堅定決心，向「佔

中」人士發出明確警告。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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