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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碎片化」遊行報大數
訴求「離題萬丈」自稱4000人參與 警公佈16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是2016年元
旦，也是新一屆區議員履新的日子。民建聯昨日齊集
中委、監委會正、副主席，立法會議員，新任區議員
和支部主席過百人，在新年伊始「搞搞新意思」，以
航拍方式拍下大合照，祝願全港市民新年進步。民建
聯指出，近年香港政治爭拗不斷，激進抗爭文化蔓
延，社會難以安寧，故期盼香港可在新一年能重回正
軌、社會繼續進步，讓香港成為一個充滿創意和活力
的國際都市。

民建聯昨日發新聞稿表示，近年香港政治爭拗不斷，
激進抗爭文化蔓延，社會難以安寧。79天的違法「佔
領」事件，嚴重影響香港社會的法治觀念，全港市民飽
受其害；立法會暴力事件不斷升級，由早期「掟蕉」，
發展至近日在立法會示威區縱火，情況愈演愈烈；反對
派議員在議會內又濫用議會程序，拖垮所有他們不滿意
的議案，令特區政府施政嚴重受阻，不少改善經濟民生
措施均無法順利落實。
民建聯並在新一年元旦日許下3個願望：首先，民建

聯盼望香港在新一年能夠重回正軌，並願與全港市民攜
手協力，凝聚守護法治與秩序的力量，確保香港依然是
大家安居樂業的家園。
民建聯第二個願望是盼望社會繼續進步，讓香港成為

一個充滿創意和活力的國際都市，人人共享發展成果，
基層老弱得到關顧，年輕人有更多機會發揮所長、實現
夢想。第三個願望，是盼望2月28日舉行的立法會新界
東補選和9月的立法會選舉，民建聯和其他穩定香港的
力量，能夠爭取更多市民認同，贏取更多議席。

民記新年祈願：社會和諧續進步

■民建聯成員以航拍方式拍下大合照，祝願全港市民新
年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歐陽文倩）不少市
民於除夕都會上街倒數慶祝，數十名自稱「鳩嗚團」
的成員前晚亦乘機帶着黃傘及橫額去遊行示威，在尖
沙咀遇到正與太太外出的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員盧
寵茂時，更即場圍着二人叫囂，粗口橫飛「批鬥」20
分鐘。該批「鳩嗚團」成員咒罵盧寵茂「×街死」、
又叫他「插水茂」，即使盧寵茂不予理會繼續前行，
他們仍緊隨不放，直至相信是便衣警員現身護送盧寵
茂與其太太離開，鬧劇始能落幕。
數十名自稱「鳩嗚團」成員市民，前晚由旺角行人
專用區出發，沿彌敦道行至尖東海傍倒數，行至尖沙
咀漆咸道時，有成員發現身穿黑色外套的盧寵茂與太
太手拖手走在街上，立刻叫囂通知同黨圍堵。該批
「鳩嗚團」成員圍着盧寵茂及其太太發出噓聲，又接

連罵他「盧寵物」，又咒他「×街」，言行粗鄙。

盧避免衝突 仍被窮追40米
盧寵茂在去7月底港大校委會會議時，因學生衝擊
造成混亂而跌倒，被人誣陷為「插水」，雖然後來亦
被驗出確有傷痕，但一眾「鳩嗚團」成員依然不理青
紅皂白，指罵盧寵茂為「插水茂」，更問他「點解唔
跌低」，言語極盡挑釁。
從有關片段可見，盧寵茂面對各人指罵不發一言，

只是牽着身旁太太嘗試離開，但該些「鳩嗚團」成員
仍然窮追不捨。盧寵茂太太面對人群圍攻及拍攝，明
顯有點不自在，不時用手掩面避免出鏡，但仍緊緊牽
着丈夫的手。持續約40多米路程後，有數名掛着耳
機、相信是便衣警員的人現身，護送盧寵茂與其太太

離開，鬧劇演逾20分鐘始能落幕。

律師：令人受驚可控遊蕩
對於「鳩嗚團」成員的挑釁圍堵行為，大律師陸偉
雄表示，香港有言論自由，罵人未必犯法，「但總會
有底線的，如果罵人時令社會安寧受到破壞，可以告
他們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如果他們的行為令人受驚，
亦可以告他們遊蕩罪；如果他們一直跟着別人，可以
被視為跟蹤，所以要提醒大家，要守法和控制自己的
情緒。」
盧寵茂除了被誣陷「插水」之外，在校委之一、學
生會會長馮敬恩「選擇性爆料」下，再被「老屈」因
陳文敏不慰問而否決其任命，令盧寵茂被網民電郵轟
炸「問候」，其家人亦被激進網民「起底」辱罵，生
活飽受困擾。不過，其後流出的疑似盧寵茂錄音則顯
示，發言內容強調「不需要陳文敏慰問」，馮敬恩的
「爆料」明顯斷章取義。

盧寵茂偕妻遊尖東 遭「鳩嗚」圍罵廿分鐘

■盧寵茂及其太太前晚被「鳩嗚團」成員無理圍罵。 網上截圖

反對派示威者昨日下午3時由銅鑼灣東角道
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發起團體聲稱超

過40多個，包括「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社民
連、「人民力量」、「鍵盤戰線」、「傘下爸
媽」等。

無大將撐場 二線爭當「先鋒」
多個主要反對派政黨立法會議員均沒出現，
只有工黨主席李卓人及公民黨議員毛孟靜「撐
場」。其他反對派中人還包括「學聯」的黎汶
洛，公民黨曾健超，社民連吳文遠、曾健成、
馬雲騏，「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則聲稱以
個人身份出席。
示威者拉着道具「大白象」、特首梁振英、
龍蝦及金元寶等道具展開遊行。記者現場目測，
首批出發者僅數百人。發言人韓連山聲稱，現時
特區政府胡亂花費，「大白象」工程對一般市民
並無益處，公帑應花在香港人身上，特別是老人
家身上，故要求停止「大白象」工程、爭取全民
退保及要求梁振英「下台」。
不過，隨着遊行者前行，各人的訴求愈見
「走樣」，有人忽然舉起「黃傘」，有人則不
停高叫與主題無關的口號，包括「不要李國
章，我要陳文敏」、「反對委任李國章、捍衛
院校自主」、「不要網絡廿三條」及要求取消
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等，更有人高叫辱
罵、詛咒特區官員及李國章的口號，有政黨中
人則穿上印有自己名字的背心，借機宣傳自
己。

人丁單薄 賴倒數後市民太累
由於遊行出席人數不多，隊伍於下午3時起
步，沿途經過多個仍有車輛經過的路口而步伐
緩慢，但隊頭於下午5時許已抵達政總，而隊
尾亦於20分鐘內相繼抵達，整個集會於傍晚6
時半前結束。眾團體代表發言完畢後，黃浩銘
帶頭進行所謂的「儀式」，包括撕爛「大白
象」等示威道具，更將道具「殘渣」拋進政府
總部內，稱要梁振英「收嘢」，飛擲完爛紙後
便散去，行為極度「騎呢」。
是次遊行反應冷淡，韓連山仍「死撑」聲
稱，對於今次參與人數甚為「滿意」，又聲言
有4,000人參與，超出他們本來向警方申請的
1,000人，但他又辯稱參加人數少或可能受前晚
元旦倒數後市民感到疲憊影響而減少。不過，
警方晚上公佈的統計公佈數字，顯示遊行最高
峰時的人數只有1,600人，踢爆反對派又再
「報大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聲稱

由40多個反對派團體組成的「2016元

旦遊行聯盟」，昨日舉行「元旦大遊

行」。儘管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社

民連及「人民力量」多個反對派政黨均

派員參與，但反應冷清。遊行主題本來

是反對所謂「大白象」工程、爭取全民

退保及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3項訴

求，但遊行者越行訴求越「走樣」，與

本身的主題「離題萬丈」，有政黨二線

中人則借機「博出位」，反對派「碎片

化」明顯。在遊行結束後，「聯盟」又

「報大數」，聲稱是日有4,000人參與

遊行，惟經警方統計公佈的數字，即使

最高峰時也只有 1,600 人，較去年

8,800人大幅減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對於昨日反對
派的「元旦遊行」提出的停止大型基建工程、爭
取全民退保等多項訴求，特區政府迅速回應。政
府發言人回應指，基建投資帶動香港經濟發展、
創造就業、改善市民生活及提升香港長遠的競爭
力，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推動基建工程。對於大
學校務委員會／校董會主席及成員的委任事宜，
發言人重申特區政府一如既往恪守「用人唯才」
的原則以委任合適人選。
特區政府發言人說：「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

段、港珠澳大橋和機場三跑道系統等大型基建工
程，對香港有長遠的經濟和社會裨益，除鞏固香
港的交通和航空樞紐地位外，亦為各行各業創造
大量就業機會，促進商貿文化交流，惠及民
生。」
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一向有長遠規劃，適時推

展工程。除大型基建外，亦投放不少資源於民生
工程項目，包括醫院、學校、社區設施、道路、
渠務及水務等工程，為市民提供優質的設施。
「我們會審慎理財，充分考慮各項目的迫切性及
成本效益等，訂下緩急先後。如要煞停部分基建
項目，將無可避免令市民無法享受到該等項目帶
來的效益，對香港長遠的經濟增長、工程和建造
業從業員的生計，以及其他相關行業均會造成不
良後果。」
對於有人不滿政府土地規劃，發言人亦強調，

解決土地房屋問題是本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
重」，加上土地開發在過往十多年出現滯後，面
對人口持續增長、老化、不同經濟產業及社會對
土地的需求，故須急起直追增加土地供應，如盡
快推展古洞北、粉嶺北和洪水橋新發展區、東涌
新市鎮擴展，以及其他已規劃或規劃中的各項短
期、中期和長遠的土地供應項目，以支持香港社
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研多項退保 為長者謀福祉
對於「全民退保」的訴求，發言人指，特區政府有決

心和承擔為長者謀福祉，為此，特首現已委託扶貧委員
會與社會共同探討改善本港多根支柱的退休保障，並預
留500億元作預備。「扶貧委員會已就改善香港退休保
障制度展開為期六個月的公眾諮詢，以處理改善長者收
入保障的原則為核心議題，亦檢視社會保障計劃、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公共服務、家庭支援、個人儲蓄及資產
的運作，並冀市民透過不同途徑發表意見。」

恪守唯才原則委任大學校委
對於遊行人士反對特區政府委任李國章為港大校委會

主席，發言人表示，學術自由是香港受推崇的重要社會
價值及受香港基本法保障，亦是香港高等教育界賴以成
功的基石。特區政府一直致力維護學術自由及院校自
主，強調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八所院校均為獨立
自主的法定機構，各有其條例及規程，成立宗旨、職能
和管治架構，故有權力和自由履行其成立宗旨和職能。
發言人重申，就委任大學校務委員會或校董會主席、

成員等事宜，政府一如既往恪守「用人唯才」的原則，
考慮候選人的才能、專長、經驗、誠信和服務社會的熱
誠等，及大學運作和香港專上教育發展需要，以委任合
適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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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團體昨日下午於港島發起「元旦遊行」，
愛國組織「珍惜群組」同時間也在銅鑼灣
集會掛起橫額標語「打對台」，高叫口號
批評反對派「政棍」收取政治「黑金」，

在議會拉布禍害香港，更煽動學生違法、
鼓吹「港獨」，期望可喚醒遊行人士，特
別是年輕人莫被「政棍」利用。其間，他
們並無與遊行隊伍發生任何衝突。
「珍惜群組」20多名成員昨日下午在銅

鑼灣鵝頸橋底集會，掛起「黑金政棍禍害
全港」等橫額標語，與「元旦遊行」隊伍
相隔兩條行車線「打對台」。他們透過擴
音器高叫「黑金政棍袋高薪不善生產謀公
帑」「政棍拉布阻發展 漠視香港禍不
淺」、「利用孩子搞『佔中』政棍孩子坐
家中」，批評反對派「政棍」收取政治
「黑金」拉布禍害香港，並且煽動學生違
法、鼓吹「港獨」，期望可喚醒遊行人
士，特別是年輕人莫被「政棍」利用，應
齊來合力反暴力、保護香港。

斥反對派阻發展 圖清庫房禍港
「珍惜群組」召集人李璧而表示，他們

特意把「煽動青年攪『港獨』，以華排華
心惡毒」這句標語放大，並放在當眼地
方，目的是希望參與遊行的憤怒年輕人反
思，不要再被「政棍」鼓吹「港獨」誤

導、教唆他們蒙面作出任何暴力違法行
為。
她又痛斥反對派「政棍」透過議會拉布

及司法覆核令工程超支、浪費公帑，但卻
揚言爭取「全民退保」、要求特區政府大
開庫房派錢，認為反對派的目的是令特區
政府庫房「清倉」，禍害香港下一代，
「他們的行為矛盾，拉布令工程拖慢了令
物資和人工通脹了，超支是在這裡，還有
司法覆核；一邊以反水貨、『光復』地方
為名，破壞經濟，令很多行業無生意關門
倒閉，市民失業。另一邊叫『全民退
保』，不用審查派錢？有出無入，錢從何
來？不審查又派錢，庫房『清倉』，我們
下一代就很危險了。」
在「珍惜群組」集會期間，他們與遊行

人士均保持克制，未有發生任何衝突，最
終於下午4時和平離去。

「珍惜」集會勸港青莫受「政棍」蠱惑

反對派元旦遊行屢報大數
警方數字 主辦方聲稱數字

2015年 8,800 1.3萬
2014年 1.11萬 3萬
2013年 2.6萬 13萬
注：警方公佈數字為遊行高峰期人數，單位為

人次。
資料來源：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在反對派昨
日搞的「元旦大遊行」隊伍中，有數名「歸英
派」份子打着象徵「港獨」的「龍獅旗」及英
國「米字旗」混在其中，而在前晚的除夕倒數
活動時，也有「歸英派」組織在網上呼籲支持
者到尖沙咀碼頭聚集，但最後真正到場的只得
十人左右，而且多數人均戴着口罩，生怕被人
認出。
綽號「美國隊長」的容偉業幾乎每次都打着

「龍獅旗」參加反對派的遊行示威活動，昨日
遊行在銅鑼灣起步時，他與三四名男女擠入人
群並展示「龍獅旗」，但其他遊行者均不願與
這些「歸英派」分子混在一起，遊行開始後，
紛紛「彈開」，對他們敬而遠之。當遊行隊伍
行至灣仔修頓球場附近時，又一名「高佬」舉
着英國「米字旗」插入隊伍中，但由於「歸英
派」分子與其他遊行者距離越來越大，因此也
愈顯得疏落。
早在本周二（12月29日），一個聲稱是「香
港歸英運動」（簡稱「歸英派」）的「港獨」
組織在fb開設專頁，呼籲支持者除夕（31日）
晚10時至午夜到尖沙咀碼頭五支旗杆聚集，並
要求各人帶備「香港旗」、「英國旗」。但直
至當晚10時30分左右，才有三、四名男女到
場，但多人均戴着口罩，以防止被人認出。這
些人聚集後，有人將一面「龍獅旗」掛在旗杆
上，但很快被在場的便衣警察要求拿下。
此後，包括「美國隊長」在內約十名「歸英

派」男女欲舉旗朝着尖東海傍方向「遊行」，
但由於海傍一帶有大批準備參與除夕倒數活動
的市民，而且也有大批警員在場戒備，這些
「港獨」分子見搞事不成，唯有陸續散去無
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報早前多次踢爆違法
「佔中」賬目不清，前年牽頭策動79日「佔中」行動的
「佔中三丑」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等曾承諾公開有關
賬目，向公眾清楚交代「佔中」資金的來龍去脈，惟2016
年已經來臨，「佔中三丑」仍未真正向公眾「交數」，在
每次被公眾質疑時就諸多推搪，一日推一日，惹來社會批
評。戴耀廷昨日在參加元旦遊行後，被記者追問有關賬目
時再度迴避，更心虛迅速逃走。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昨日突然「攝」入「2016元

旦遊行聯盟」舉辦的遊行，並稱自己參與遊行的目的為反
對特區政府任命李國章為校委會主席。他其後被記者追問
何時交代有關「佔領」行動所遺下的爛賬時，隨即「擰轉
面」，迴避記者的眼神，並連連稱：「做緊（㗎）喇！做
緊（㗎）喇！」當記者仍想追問下去時，他即以迅雷不及
掩耳的速度急步離開，隨後消失在人群之中。

「港獨」三四隻
龍獅旗犯眾憎

戴丑聞追「混賬」「擰轉面」速閃

■反對派的2016元旦遊行人流不多，最高峰時僅1600人
次。 曾慶威 攝

■■「「珍惜群組珍惜群組」」廿多名成員昨日下午在廿多名成員昨日下午在
銅鑼灣鵝頸橋底集會銅鑼灣鵝頸橋底集會。。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