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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前日發動的反政改遊行，原來
預期有5萬人參與，如意算盤若打響，
反對派就可以藉勢將遊行群眾引導到立
法會門外聚集，以達到包圍立法會，恫
嚇議員的目的。誰知道最終只有3千人
參加，與反對派預期的人數有天淵之
別，尤其是參加者主要是中老年人，也

是反對派自身的基本盤，相反青年參加者卻極少。
對於反政改遊行人數零丁落索，反對派事後有兩個
解釋：一是學生要應付考試，所以沒有時間出席，導
致參與人數極少。二是市民明知道反對派必定會否決

方案，所以沒有動機參與遊行云云。這兩個解釋完全
是自欺欺人。學生要應付考試，但遊行要花上多少時
間？不過幾個小時，有心參與遊行的青年會因此而卻
步嗎？況且，去年「佔領」不是同樣有大批學生參
與，怎會因為考試而不參與遊行？至於所謂市民明知
反對派否決政改，所以懶得出來遊行，更是令人失
笑。如果市民真的希望否決政改，會連一點時間都不
願意拿出來表達意見嗎？
其實，遊行反應冷淡的真相很簡單，只是反對派不

願意面對。在全力宣傳、動員之下，最終只有3千人
出來反政改，不過是說明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就是

廣大市民根本不認同反對派的反政改以至包圍立法會
行動，都希望立法會能夠通過政改方案，當中不少更
是反對派的支持者。如果不是民意彰彰明甚，試問如
何解釋反對派全力動員，但只有3千人出來？
事實上，遊行人數正正是政改民意的最佳「寒暑

表」。任何民意調查都可能有偏差，但用腳走出來的
民意卻是十分實在，連反對派都承認出來遊行的只有3
千人，出乎他們意料，正說明反對政改是不得人心。
更要指出的是，這次遊行得到學聯和「學民思潮」的
大力響應，但青年學生卻反應冷淡，與「雙學」過去
一呼百應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語，這固然是反映了「雙
學」聲望和影響力的江河日下，也反映了就算一向被
視為較激進的青年，也絕非都是反對政改。廣大市民
正是用腳齊齊向反對政改的議員說不。
更令反對派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香港大學民意研

究計劃公布的「慎思民調」結果顯示，倘從「社會整
體考慮」，有50%受訪巿民支持立法會通過方案。特
首梁振英在引述該調查指，是次調查和3間大學日前
公布反對方案者多於支持的民調結果迥異，說明了支
持方案仍是主流民意，香港社會更應多比較不同民
調，避免只參考個別結果。連港大的民調都指出撐政
改民意是主流，加上多個民調顯示支持政改的民意遠
高於反對，難道民意還不夠清晰嗎？李卓人之流還要
揣着明白裝糊塗嗎？
正如美國前總統林肯的名言：「你可以騙一個人一

時，不能騙一個人一輩子。」反對派造謠「買票論」
等下三濫伎倆盡出，也掩飾不了真正民意。主流民意
希望見到普選的一日，希望議員投下支持票，已是不
容置疑的。反對派議員不要再自欺欺人，否決政改必
將受到民意懲罰。

遊行零丁落索 足證反政改不得人心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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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探員，在亞視前廠房內
帶走多袋證物，包括懷疑衝鋒槍、約五公升液體化學
物品和幾公斤固體化學品，亦有水泵、磅、手套，懷
疑與製作爆炸品有關。警方記者會再展示更多證物，
包括面具、平板電腦和有顯示灣仔、金鐘及炸藥庫的
地圖，同時在被捕人士電話中找到製作煙霧彈化學程
式。警方指不排除案件與未來數天立法會政改表決有
關。

消息指，有被捕人士聲稱自己是「全國獨立黨」的
成員。「全國獨立黨」社交網站上的專頁，在本月1日
曾經發出警告，指「倘若617通過政改表決」，「香港
人要有心理準備當天會有傷亡」，「立會將會變成第
二個烏克蘭廢墟」。

具備恐怖主義組織的本質與活動形式
反政改本土激進組織涉嫌串謀製造炸彈，並且公開

恐嚇香港人，這已經具備恐怖主義組織的本質和活動
形式。恐怖主義活動的主要形式包括炸彈爆炸、恐嚇

等，這與一般意義上的犯罪並無二致，但恐怖主義的
特殊性在於其具有政治性的根本動機，是一種政治行
為。作為一種政治行為，以分離主義為特徵的恐怖主
義，體現為極端勢力極力從現有國家中分離出去。

有被捕人士聲稱自己是「全國獨立黨」的成員，致
力把台灣和香港的「台獨」「港獨」派別組織連結在
一起，形成一幫新的獨立勢力，說明這個「全國獨立
黨」是一個以分離主義為特徵的恐怖主義組織。

網上最新爆料指出，反對派於過去半年不斷地密
會，算計如何摧毀政改，並於3月份起暗中開始一系列
部署，要藉政改表決期間發動「十萬圍城」，「二
次佔中」，佔領立法會等，又密謀暗中組建「敢死
隊」，負責衝擊警方防線等，而死硬反對派連同「港
獨」組織最後佔據主導權，隨政改表決在即，立會
外大規模暴力衝突隨時一觸即發。

「兩獨合流」反政改的新趨勢
「全國獨立黨」指自己從不奪取光環功績、從不開

名，在往後的日子也會一直保持隱形，匿名進行各種
「革命活動」，接下來的目標就是「六月政改」，
會暗地用一切「手法」拉倒。這顯示「全國獨立黨」
有可能是「十萬圍城」、「二次佔中」、佔領立法會
的「隱形」恐怖主義分子，企圖在立法會政改表決期
間採取恐怖襲擊，這較明火執仗的「二次佔中敢死
隊」更加危險。警方對「全國獨立黨」必須嚴厲打
擊，順藤摸瓜，徹底取締這一威脅市民生命安全的恐
怖主義組織。

在此之前，公然鼓吹「城邦自決」的「城邦派」，
是一個極其邪惡的「港獨」組織，其「教主」陳雲的
「港獨」理論，一旦付諸行動，將使香港墮入萬劫不
復的境地。去年非法「佔中」期間陳雲現身旺角，煽
動「城邦派」與黑社會沆瀣一氣，狂呼「港獨」口
號，揮舞龍獅香港旗，掀起連場暴亂。在今年初本土
激進組織發動多次所謂「反水貨客」示威行動中，均
可見到在人群中，「城邦派」分子囂張地展示象徵
「港獨」的龍獅旗。

「全國獨立黨」不排除是從「城邦派」蛻變出來，
或是一些本土激進組織的聚合體。其成員聲稱要致力
把台灣和香港的「台獨」「港獨」派別組織連結在一
起，形成一幫新的獨立勢力，這反映了「兩獨合流」
的新趨勢。

反對派非法「佔中」發起者到台灣「取經」時，
「台獨大佬」施明德就明確告訴他們：「要爭取，就
要流血。」反對派加緊了「兩獨」勾結活動。去年2月
22日至23日，老牌「台獨」分子簡錫堦應「佔中」組
織者邀請來港培訓骨幹。「兩獨合流」的步伐越來越

快，綁架反對派議員越來
越緊，說明反對派為否決
政改方案，會推行更加激
進、威脅生命安全的暴力
行動。「兩獨合流」採取
恐怖主義行動摧毀政改，所謂「要爭取，就要流
血」，並非是反對派的血，在炸彈恐襲下，流的是無
辜市民的血，乃至危及他們的生命安全。

反政改走到極端或是恐怖襲擊
恐怖主義炸彈襲擊議會，早有先例。1974年6月17

日，愛爾蘭共和軍在倫敦議會廳最有歷史意義的地
方，即具有900年歷史的威斯敏斯特大廳裡安放一顆炸
彈，在發生爆炸時，11人受傷，爆炸所產生的大火燒
壞了大廳附近的房屋。反政改本土激進組織涉嫌串謀
製造炸彈，目標是指向立法會政改表決期間。警方不
但要做好各項應對措施，為出席表決的議員提供必要
的保護，而且要防範反政改本土激進組織在人流稠密
的商場和公共交通工具上發動恐怖襲擊。

恐怖主義悖離人類的基本價值，是反人類、反文
明、反人性的行徑。任何採取恐怖主義的行為，只會
招來強烈的憤慨。有反政改本土激進組織蛻變為恐怖
主義組織，正好說明反政改走到極端的惡果，這也警
示至今仍然堅持反對政改的反對派，必須果斷從死胡
同中走出來，切勿一步步滑向極端。反對派議員應權
衡利害得失，調整自身的政治立場及定位，作出支持
政改的明智選擇，給普選放行，也給自己一條光明的
出路。

警惕本土激進組織進行恐怖襲擊
警方在西貢蠔涌前亞視廠房搜獲一批懷疑爆炸品，拘捕九人，涉嫌串謀製造炸彈，全部是

一個本土激進組織的成員。行動中檢獲灣仔、金鐘地圖，不排除有人想在立法會政改表決期

間採取激烈行動。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顯示有反政改本土激進組織已經蛻變為不折不扣的

恐怖主義組織，對此警方須嚴加打擊和防範，社會各界也必須強烈譴責和高度警惕。恐怖主

義是全人類共同的敵人，有反政改本土激進組織蛻變為恐怖主義組織，正好說明反政改走到

極端的惡果，這也警示至今仍然堅持反對政改的反對派，必須果斷從死胡同中走出來，切勿

一步步滑向極端。

或誤剔出選民名單
憂長者睇漏查核信

陳恒鑌忙裡偷閒
父親節敬老慈幼

周日（21日）是父親節，民建聯調查發現，小學生
最希望父親對自己說「爸爸愛你」，又最期望父親節
當日可與父親玩耍。育有一名5歲女兒的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恒鑌（Ben）笑言，「我愛你」難宣於口，他會
用「爸爸鍾意你」代替，又說已經準備好父親節當日

到父親家中慶祝。
反對派拉布無日無之，在風雨飄搖之際，政務纏身的Ben今個月

能陪伴女兒和太太的時間不足半天，少得連自己都覺得慚愧，「以
前女兒會說要嫁畀我，點知少見了一排，女兒已經說：『不要逼人
啦』，心裡都會不舒服，知道要盡量抽時間陪佢。」

一段完整的親子時間，是Ben女兒最渴望擁有的時段。Ben表示，
每兩個星期會安排半天的周六或周日陪伴女兒，為了既不太影響工
作，又要保持親子時間的「完整性」，Ben會將工作都安排在上半
天，下半天收起電話，專心陪伴女兒，「如果改為下半天工作，女
兒會唔開心咁問：『爸爸係咪唔陪我食晚飯？』」

父親節在即，再忙也要抽時間陪伴家人。Ben已計劃好當日與自己
的父親一起慶祝：「上半日帶個女去爺爺屋企，傾吓偈先，下半日
我就會回去，一家人一齊食飯，為爸爸慶祝之餘，又為我自己慶
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展開

香港文匯報訊 2015年鄉郊代表選舉的選民登
記活動昨日展開。民政事務總署呼籲尚未登記的
合資格人士，如欲登記成為本年度鄉郊代表選舉
選民登記冊的選民，須於7月16日或之前遞交選
民登記申請，以便可以在日後的鄉郊代表選舉中
投票。

鄉郊代表分原居民、居民及街坊
鄉郊代表共分為原居民代表、居民代表及街坊
代表三類。原居民代表是由原居鄉村／共有代表
鄉村的原居民、其配偶或尚存配偶選出，代表所
屬鄉村的原居民就村內事務反映意見，以及處理
與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及傳統生活方式有關的事
務；居民代表則由各條現有鄉村的居民（包括原
居民及非原居民）選出，代表在鄉村內居住的居
民就該村事務反映意見；而街坊代表則由墟鎮
（長洲／坪洲）的居民選出，代表居民就所屬墟

鎮的事務反映意見。
發言人說：「由於原居民代表、居民代表及街
坊代表選舉的選民登記資格各有不同，申請人在
登記前必須先清楚了解自己是否符合有關資格。
凡年滿18歲，並持有認可身份證明文件的原居
民、其配偶或尚存配偶，均可登記成為原居鄉
村／共有代表鄉村原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
居民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則必須

為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並在緊接申請登
記為選民當日之前的3年內，一直是該現有鄉村
或墟鎮（長洲／坪洲）的居民，並以該鄉村或墟
鎮內的住址為其主要住址，而主要住址是指其唯
一或主要家居的居住地方的地址。
發言人續說：「原居民、其配偶或尚存配偶，
如在緊接申請登記為選民前最少3年，一直在現
有鄉村或墟鎮居住並符合相關選舉的選民資格，
他們可同時遞交兩份選民登記表格，分別登記為

原居民代表選舉及居民代表選舉或街坊代表選舉
的選民。」

登記選民登記地址遷移不再符資格
發言人強調，居民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舉的

登記選民如已不再在其登記居住的鄉村／墟鎮居
住，或登記地址已不再是其唯一或主要家居，便
不再符合資格登記為選民。如在選舉中投票，即
屬違法。
選民登記表格可在民政總署、各區民政事務處諮

詢服務中心及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境外辦事處索
取，或從鄉郊代表選舉網頁（www.had.gov.hk/
rre）下載。申請人可在香港時間7月16日或之前把
填妥及已簽署的選民登記表格，親身或以郵寄方式送
抵民政總署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傳真至2591 6392
或電郵至rre@had.gov.hk。如有查詢，可致電民政
總署熱線2152 1521。

今屆區選增19選區歷年最多
李柏康昨日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今
屆區議會選舉全港共有431個選區，較現時增加
19個，為歷年最多，而每個有競逐的選區會最少
設立一個投票站。至於面積較大的選區，選舉事
務處將設立多於一個投票站，方便選民投票。
選舉事務處預計，當局屆時須招募和培訓約
1.75萬名政府公務員，在投票日執行投票和點票
工作。他並指，當局預計有超過360萬名合資格
選民投票，有關選民登記工作現正進行。
對於選舉事務處於今年4月至5月期間，按相
關選舉法例向全港約8.2萬名選民發出查詢信

件，要求他們確認或更新登記地址，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及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均認為，此選民登記
查核工作擾民，並擔憂部分長者因未有留意信件
而被剔出選民名單。

當局電話家訪助填回條
李柏康回應指，除向地址不明確的選民發出查

詢信件，當局亦會以電話及家訪形式聯絡選民，
協助他們填報回條。倘未有提供電話的選民，民
政事務總署會派員上門，提醒選民要回覆信件，
否則會被放入取消選民登記名單中。
另外，選舉事務委員會現正就明年立法會選舉

選區分界諮詢公眾，當局建議維持5個選區劃

界，議席方面，香港島由現時7席減至6席，九
龍西就由5席增至6席。有議員關注5個選區劃界
不變，但在人口變動下，會令每個議席取得的票
數差異很大，並不公平。
李柏康表示，選民已習慣5個選區模式，這可

避免對市民造成不必要混亂，影響長久以來的社
區聯繫，並指每個選區按人口設5個至9個議
席，已經照顧了選區的大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將於今年11月22日舉行，全

港共有431個選區，較現時增加19個，為歷年最多。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

召開會議，多名議員認為選舉事務處的選民登記查核工作擾民，並擔憂部分長者因

未有留意信件而被取消選民資格。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李柏康回應強調，這

是法律程序，每位選民均有公民及法律責任提供資料，並指當局也會以電話及家訪

形式聯絡選民，協助他們填報回條。

民記
工聯

亞太經合商貿諮理會
蔡冠深獲委港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行政長官已經委任新華集團主
席蔡冠深為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亞太經合組織）商貿諮詢理事會
的中國香港代表，接替卸任的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前副董事
長兼總裁和廣北。
亞太經合組織商貿諮詢理事會於1996年成立，是特區政府常設的

商界諮詢組織，就商界特別重視的課題向亞太經合組織提供意見。
中國香港共委任3位代表及兩位替補代表出席理事會。現時，怡和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黎定基和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是另外兩位代表。
會德豐有限公司主席兼常務董事吳宗權和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執行
副主席兼聯席總經理鄭志剛為替補代表。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表示：「十分感謝蔡冠深博士

答允出任中國香港的代表。我深信憑着他豐富的營商經驗，定能有
力地推動理事會的工作。」他並對和廣北在任期內對理事會工作提
出的真知灼見和作出的貢獻致以衷心的感謝。

■選舉事務
處總選舉事
務主任李柏
康表示，今
屆區議會選
舉共有 431
個選區，增
加19個，為
歷年最多。
彭子文 攝

■■陳恒鑌陳恒鑌((下左二下左二))說已經準備好父親說已經準備好父親
節當日到父親家中慶祝節當日到父親家中慶祝。。 文森文森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