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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方案表決在即，立法會基於保
安理由，同意讓警方派員進入立法會
大樓候勤。反對派議員趁機發難，攻
擊立法會的保安行動，認為「太緊
張、太擔心、太過慮」，更形容要求
警察進入立法會是「引蛇入屋」，
「有如行政機關佔領立法機關」。這

完全顛倒是非，更說明反對派縱容激進分子衝擊立法
會，甚至企圖裡應外合，干擾政改表決，搞亂香港。
警察進入立法會並非無緣無故。近日警方破獲了

「全國獨立黨」密謀製造炸彈案，搜獲恐怖分子常用
於製造大殺傷力炸彈的材料，又發現有人在網上發表
言論，恐嚇「如果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會發動衝擊，
有人流血傷亡」。基於事件影響茲事體大，警方進駐
立法會是為了保障立法會的安全，為了保障立法會議
員不在炸彈襲擊的威脅下，進行關於政改方案的辯論
和表決。
激進分子製造炸彈針對的是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的議

員，散播恐嚇言論是為了不讓政改方案通過，性質非
常嚴重。警察的進駐，是要保障議員在不受到壓力的

情況下，暢所欲言，在政改問題上獨立自主，投下對
得住香港的良心一票。反對派議員睜着眼睛說瞎話，
竟然說：「立法會外的集會人士很和平」，絕口不提
網絡上的恐嚇，更不提激進分子製造炸彈的行動，這
實際上起到維護壞人、庇護恐嚇者的效果。反對派是
否認為，警察應該對潛在的重大威脅袖手旁觀，不必
採取安全措施，給激進分子襲擊立法會留下裡應外合
的漏洞。反對派是否希望見到，通過政改方案後出現
流血事件，造成人命損失，支持政改方案的議員遭受
襲擊，所以警方應該對恐怖襲擊聽之任之、順其自
然？
炸彈襲擊威脅當頭，立法會「大開中門」，不採取

任何保安措施，若造成嚴重後果，誰來承擔責任？
「引蛇入屋」、「行政佔領立法機關」之說，很能說

明反對派顛倒是非，警察明明是來保障立法會議員安
全的，怎麼反變成了「毒蛇」？真是「好人當賊
辦」，別有用心。
「佔中」期間，七百萬市民目睹暴徒用鐵馬衝擊立

法會，現在更升級到企圖製造炸彈襲擊，立法會主席
和秘書處同意警察進入立法會內加強保護，天公地
道。反對派怎麼能夠把警察的保護歪曲為「佔領」？
警察「佔領」了立法會的議事大廳？剝奪了立法會議
員活動的自由？還是控制了立法會議員發言的咪高
峰，不允許議員講話？反對派議員正是用同樣的邏
輯，把普選法案誣衊為「假普選」。美國國會的聽證
會最近也發生了炸彈恐嚇事件，美國警察一樣進入國
會進行保安搜查。美國國會議員可沒有像香港反對派
那樣，說出「行政佔據了國會」一類反智的話。

反對派指責立法會保安太嚴居心何在？ 徐 庶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

普選法案昨日提交立法會審議表決。反對派早已部
署計劃在政改表決期間發動「十萬圍城」，若政改方
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反對派將聯合激進本土勢力，
發動「二次佔領」，並將暴力程度升級。政改方案昨
日提交立法會審議表決，警方高度戒備，立法會外及
政府總部附近保安都明顯加強，防止了激進組織衝擊
立法會。

立會加強保安 警方高度戒備
昨日立法會大樓加強保安措施，進出要通過安檢。

連官員出入都要過 X 光機及金屬探測。通過安檢後，
以往記者可以出入的議員入口，昨日只准議員及官員
使用。警方破獲疑似想針對政改發動炸彈襲擊的恐怖
組織，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開會後，決定再於本周
三至周五以十大「辣招」加強保安，以防止示威者衝
擊立法會大樓，以及保障出入大樓的官員及議員的人
身安全。

數百警員於前日傍晚起帶備全副武裝，包括警棍、
防暴盾牌、頭盔、桶型催淚水劑、警告將會發放催淚
彈的黑色旗幟，以及長期作戰用的地蓆、飯盒及個人
衣物，進駐添馬艦政府總部及立法會大樓，甚至連消
防車和警犬也出動，高度戒備。在立法會外，添美
道、添馬公園以及各條通往立法會的行人天橋，都有
警員巡邏。

立會加強保安，警方高度戒備，令激進組織衝擊立
法會大樓的計劃未能得逞。

激烈暴力行動風險仍未消除
但立法會的風險仍未消除，激進分子仍然沒有收手

的打算，特別是到政改投票表決的關鍵時刻，更要嚴
防反對派聯合激進本土勢力，發動激烈的暴力行動。
實際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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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激進分子陸續將攻擊性武器運到立法會門外的
「帳篷陣」內，有人更在網上製作短片煽動青年在表
決日暴力抗爭。雖然一批危險物品已經被警方清走，
但現時立法會門外已經積聚了逾200個帳篷，並且有
愈來愈多之勢，有一些帳篷更加裝上不少「防禦」設
備，如鐵枝、鐵板等。這種部署明顯是為了發動大型
衝擊行動，甚至是為長期「佔領」作準備。

網上爆料透露，3月中，一眾反對派人士集體赴台出
席所謂「台港社運交流研討會」，與台灣太陽花學運
領袖林飛帆、陳為廷及紅衫軍領袖施明德一同檢討太
陽花學運及「佔中」行動。當中出席者據報包括了何
俊仁、鄭宇碩、陶君行、曾健超、梁國雄、陳樹暉、
楊政賢等。反對派有關人等其後在會議上定出要在政
改方案表決當日發動所謂「十萬圍城」行動，向特區
政府、中央施壓，也向溫和派議員施壓，強制綑綁否
決政改方案。政改方案一旦獲得通過，還會即時將行
動演變為「二次佔領」。

「佔中三丑」鼓動「二次佔中」
「全民拒絕假普選運動」已組成11人決策小組，負

責處理中間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公民黨、人民力量
已在添美道搭建了150個帳篷，作為集會期間的指揮基
地及接應站，並組織約200人的糾察隊，糾察隊同時擔
負衝擊警方防線的「敢死隊」任務。

立法會昨日審議普選法案期間，「佔中三丑」戴耀
廷、陳健民和朱耀明到立法會外示威區，聲援反對政

改方案陣營，鼓動「二次佔
中」。「民陣」一連多日於立
法會外舉行滾動式集會，期間
陳健民揚言，政改否決後香港
有三條出路，其中一條出路是「搞革命」，即包圍政
府總部、堵塞道路。陳健民還顛倒黑白，不僅公開鼓
吹暴力，而且公開為本土激進組織進行炸彈恐怖襲擊
張目。

防止暴力衝擊的不二法門
激進組織「全國獨立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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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製
造爆炸物品，企圖進行恐怖襲擊。警方前日通報立法
會，指部分被捕人士涉嫌曾經參與早前的衝擊立法會
行動，甚至專程派員到場「踩線」測試立法會大樓的
保安設施，令人擔心有漏網之魚會在未來兩至三日的
政改審議表決期間，再度武力衝擊立法會，甚至發動
更激烈及具殺傷力的襲擊。

這些跡象都說明，「十萬圍城」、「二次佔領」，
乃至「隱形」的恐怖主義分子採取恐怖襲擊，這些危
險並未消除。重要的是「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
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警方高度戒
備，立法會在政改表決期間加強特別保安措施，是防
止激進組織衝擊立會和發動「二次佔領」的不二法
門。

反對派已經揚言，在政改方案表決之時，會發動10萬人包圍立法會，衝擊立法會大樓，

癱瘓議會運作。普選法案昨日提交立法會審議表決，由於警方高度戒備，立法會加強保安措

施，防止了激進組織衝擊立法會。但立法會的風險仍未消除，激進分子仍然沒有收手的打

算，特別是到法案投票表決的關鍵時刻，更要嚴防反對派聯合激進本土勢力，發動激烈的暴

力行動。對此，重要的是「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

也」。

高度戒備 加強保安 嚴防激烈暴力衝擊

捏造「億元買票」無恥
下屆票償踢走長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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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香港，一批鼓吹「港
獨」者在遊行示威時都舉起英國國旗，聲稱香港要「歸
英」。近日，一名英國人在其社交網站的貼文於網上熱
傳。他要求有關人等「不要濫用我們的國旗標誌，你們不
是我們的一分子，我們跟你們沒有任何關係，也不想
有」，更批評道：「如果你們可以背叛自己的國家中國，
有一天你們肯定也會背叛英國。請走開，謝謝。」
一位自稱來自英國的網友米高．坦拿（Michael Tan-

ner）於6月16日在社交網站上貼文，並在網絡瘋傳。該則
貼文附上了一張「港獨」分子舉起印有英國國旗的所謂
「港英旗」及舉行「我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橫
額。

諷「港獨」不忠 無知自卑自私
米高在帖中發文說：「我不是中國人，作為一個英國人

請允許我這樣說：你好香港人，請不要濫用我們的國旗標
誌，你們不是我們的一分子，我們跟你們沒有任何關係，
也不想有。如果你們可以背叛自己的國家中國，有一天你
們肯定也會背叛英國。請走開，謝謝。」他其後補充，
「這些不合群的人別想從多數人那裡獲得同情，大家只會
蔑視他們這種缺乏自尊的行為……這些誤入歧途、無知、
愚昧、自私的人……」
米高這段話獲得不少支持。在香港討論區，網民「si-

upercy」發文道，「『如果你們可以背叛自己的國家中
國，有一天你們肯定也會背叛英國。請走開。』呢句簡直
正呀！」「bonod」則指，「事實係當外國人見到或聽到香
港人反祖國（例如奏中國國歌時噓），第一反應係好驚
訝，然後係譏笑同鄙視。無論噓的人幾唔願意相信，但在
外國人眼光中佢哋的確係無國家身份的可憐蟲！」
「PK_man_01」揶揄道：「可憐有人想做家奴，都冇人

接受，仲比（俾）人叫過主。」「amypat」 則說：「嗰班
唔知係乜國嘅人真係好羞家，中國人佢哋唔肯認，英國人
佢哋又無得做，所以咁想香港獨立做個香港國人咯。真係
香港腳就有得你做！」「六一居士」就強調，「唔好亂
（拖）所有香港人落水！家只係有一小撮無父無母無祖
宗的物體去乞求已經遺棄佢哋嘅舊主人施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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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選關注會」一行10多人昨日到梁國雄位
於大圍的辦事處抗議。他們高舉寫上「梁國

雄，造謠！無恥！阻礙我們選特首」的紙牌並高呼口
號，其後將紙牌放在長毛辦事處門外，和平散去。
「香港普選關注會」發言人黃啟明批評，長毛早

前造謠稱，有「中間人」出價1億利誘他在立法會
審議特首普選決議案時投贊成票，但無法提供所謂
「中間人」的資料，又質疑長毛的舉動是試圖以該
謠言脅迫其他反對派議員不要通過決議案，令人氣
憤。他希望市民齊心合力透過下次的立法會選舉，

把長毛從議會中踢走。

批反對派「盲反」礙民主發展
黃啟明又批評，反對派議員口口聲聲為民主，打着

民主的旗號，實質是「逢中必反，逢政府必反」，更
質疑反對派一切的所作所為，可能與他們收取了外國
勢力的利益有關。現在是政改的關鍵時刻，若反對派

否決特首普選決議案通過，將阻礙香港民主向前走。
他強調，中央根據反對派的要求，落實在2017

年普選特首及2022年普選立法會，已滿足了反對
派的要求，而廣東社團總會的民調顯示，超過半數
市民認同「有普選好過無普選」，並要求立法會通
過決議案，讓香港市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
這對市民及香港都有好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無證童」懷仔事件引起香
港社會關注，保安局昨日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透
露，由2005年至上月，特區入境處處長行使酌情權批准186
人留港。
保安局昨日在書面回覆中透露，由2005年至上月，獲

入境處發出擔保書以代替羈留的逾期逗留個案，留港期
間最短者少於一周，最長的個案因涉及訴訟等特殊情況
留港達10年。
當局指，獲入境處發出擔保書以代替羈留者，須按入境

處訂明的期限親自向入境處報到。入境處會按每宗個案情
況決定有關報到的訂明期限，及是否准許該人繼續以擔保
代替羈留。惟保安局未能提供入境處把逾期逗留人士遣返
原居地的數字。
保安局又指，由2005年至上月共有32宗持擔保書的內

地兒童向教育局申請就學，入境處均表示沒有異議。
當局表示，根據《入境條例》（第一一五章）第四十

一條，任何人違反對他有效的逗留條件，即屬犯罪，經
定罪後，最高可判罰款5萬元及監禁兩年。過去10年，
因逾期逗留而被檢控的訪客數字每年下降，由2005年的
10,073人，跌至去年的1,373人，最主要涉及內地人，其
次是亞太地區人士，第三為非洲人。截至上月，今年共
有620人因而被檢控，其中556人為內地人。

10年酌情186「懷仔」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

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去年被揭發向校方作來歷不明的「秘密
捐款」，更牽涉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調查至今仍未有定案。
據了解，為了不再拖延，港大校務委員會將會以電郵或傳真方
式，讓各委員於下周前投暗票表明是否接納報告。倘報告獲通
過，將交由港大管理層跟進事件，包括決定是否要追究懲處，
否則或要重新調查。有委員相信報告最終能獲通過。
戴耀廷於去年10月被揭發向港大不同部門作出4筆合共

145萬元、來歷不明的「秘密捐款」，包括由前法律學院院
長陳文敏經手、用於舉辦政制發展和法治教育的30萬元；
用於所謂「佔中公投」的80萬元資金；兩筆分別20萬元及
15萬元予人文學院的捐款，以支持院方進行信仰與法律研
究，及聘請人文學院研究助理向梓騫。

報告指戴陳違規 校委拖字訣
不過，事件自去年底交由審核委員會調查，並於今年3月

提交的報告中指該些捐款沒有跟從規例，戴耀廷、陳文敏等
涉事人都有問題，但校委會經過多次討論後，拖延近3個月
仍未有決定。有指校委會會議上意見紛紜，校委會將以「投
暗票」方式，讓各委員表態是否接納報告。
有校委會委員昨日向本報記者表示，他在印象中沒有見過以

「投暗票」方式表態，但其中問題不大。該名委員指，委員已
有不少時間閱讀報告資料，但目前還未收到投票相關的文件，
相信下星期會完成投票，而6月的校委會例會亦毋須再討論有
關事件，「可討論其他事項，但或者會說一下表決結果。」
該名委員表示，倘報告不獲接納，調查或須重啟；如果獲

接納，則交由大學管理層跟進，「但相信報告會被接納。」
有意見指，負責調查事件的審核委員會，由社會上有名望的
專業人士組成，若報告不被接納，亦難以找人重新調查，相
信校委會委員會將事件交由大學管理層跟進。

倘追究仍要跟進半年
港大教師及職員會主席張星煒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假如大學管理層決定追究問題、懲處涉事人，應成立紀
律聆訊委員會去跟進，但這或要再多花逾半年去商議當中的
懲處問題。換言之，陳文敏一直被傳或會獲薦出任學術人事
及資源副校長一職。
若情況屬實，該職位或會因為紀律聆訊而繼續懸空，再加

上現時執掌有關事務的首席副校長錢大康離任在即，令港大
人事制度的改革變得遙遙無期。張星煒對此表示擔心，並希
望該職任盡快有人上任。有委員則認為，陳文敏經過是次事
件，應難以升任副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民連立

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早前捏造「1億

買票」的謠言，備受香港社會各界批評，

廉政公署更就此事立案調查。「香港普選

關注會」昨日到梁國雄辦事處抗議，批評

其言行無恥，選民應在下屆立法會選舉將

他踢走，並批評反對派的所作所為是「逢

中必反，逢政府必反」，阻礙香港民主向

前走。

查戴陳收「秘捐」港大限下周表決

■■「「香港普選關注會香港普選關注會」」發言人黃啟明發言人黃啟明（（中中））批評批評，，長毛造謠長毛造謠
指有人出價指有人出價11億利誘他投贊成票億利誘他投贊成票，，是無恥的行為是無恥的行為。。 文森文森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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