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昨日國
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評論香港有人公開
宣稱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組織，特區
政府發言人回應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任何
「港獨」言行違反香港基本法、危害香港
穩定繁榮、損害廣大香港市民的利益，特
區政府將依法處理。

港澳辦：「港獨黨」嚴重違法
發言人批「三危害」全中國堅決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鼓

吹「香港獨立建國」的「香港民族黨」日前

宣佈成立，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志民昨日

就此事給出八個字予以回應：「嚴重違法，

絕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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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警方經深入調查
後，昨日在觀塘再拘捕一
名男子，涉嫌與農曆新年
初二旺角暴亂有關。警方
至今先後拘捕79人（69男
及10女），部分人已被落

案起訴暴動罪及提堂，均獲准保釋候查。
被捕男子姓陳、42歲，據悉任職運輸業，他涉嫌參與

暴動，昨上午由探員帶到藍田興田邨美田樓一個單位調
查，警方在單位檢走一批證物，包括抗議標語、手提電
話和電腦，之後將疑人押返警署繼續扣查。
另外，一名因涉旺角暴亂事件，本月17日在長沙灣李
鄭屋邨被捕的40歲女子，昨日被警方落案控以一項暴動
罪，明日（1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應訊。

旺角暴亂案再拘興田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少部分
「港獨」分子言行越來越明目張膽，《環球時
報》發表社評指出，由「激進民主派」，到「本
土派」再到「港獨派」，政治極端主義在香港不
斷變假成真，從而對香港社會的法治基礎造成一
定侵蝕。激進主義衝擊不了「一國兩制」的體
系，但卻會嚴重干擾香港的社會治理，損害香港
作為法治社會的品質。希望香港主流社會體系足
夠強大成熟，能夠就對付「港獨」這樣的政治潑
皮形成有效辦法。「無論是冷落忽視他們，還是
依法規制管束他們，都能浩然正氣，絕對主動，

而不讓那一小撮人攪和了香港的正事。」

指「港獨」是偽命題
《環球時報》在題為《「港獨」宣佈建黨，猖
狂全球無雙》的社評中，提到近日成立的所謂
「香港民族黨」。社評指出，於其綱領嚴重對抗
香港基本法和憲法，香港輿論普遍認為它能不能
在港獲得合法登記還很難說。而法律界已有的一
個共識是：將與法律對立的主張付諸行動，就與
「言論自由」無關了，必須承擔法律後果。因此
香港輿論對這個新政黨能夠在港合法運營的前景

大多不看好。
社評分析，按照政治和輿論的規律來說，多元
社會總會冒出這樣的一小撮人，他們的頭目通常
能在輿論場混個名知臉熟。「『港獨』是地地道
道的偽命題，毫無實現的可能性。但搞『港獨』
者要的是被人瞅上幾眼的政治過程。當一般的民
主派，位置都被佔了，輪不上他們。搶個最極端
的位置，更容易『一夜成名』。」
社評又指出，「港獨」明明是偽命題，但它所消

耗香港社會注意力的比例卻越來越大，這座城市不
得不分出部分精力陪一小撮「港獨」分子玩。他們
形成了香港一個奇怪的「熱鬧」，自己撒潑，引來
懷有不同目的看熱鬧的圍觀者。他們自己算不上什
麼力量，但有可能為一些引申的麻煩提供由頭。

環時望港主動制約「潑皮」

港澳辦回應摘要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按照香港基本法實行
「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

■香港極少數人成立「港
獨」組織的行為危害國
家的主權、安全，危害
香港的繁榮穩定，危害
香港的根本利益，是包
括 700 多萬香港市民在
內的全中國人民所堅決
反對的。

■（「港獨」）已嚴重違反
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
現行有關法律，我們相信
香港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
處理。

■香港特區政府已依法拒絕
該組織的註冊，特區政府
的這一做法是恰當的。

港府：依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鼓吹「港獨」的
「香港民族黨」日前成立，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昨
日批評「港獨」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及香港繁榮穩
定，嚴重違反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港澳辦副主
任王志民強調，「香港民族黨」是「嚴重違法，絕
不可能」。香港政界人士昨日指出，「港獨」情況
越趨嚴重，更有開宗明義煽動「港獨」的政黨成
立，有必要嚴正執法，遏止違法思潮蔓延。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支持「港獨」的青年或其他人，好像生活在虛
擬世界中，也像是在「打機」，香港根本沒有可
能「獨立」。如果他們只是說說而已，那只是流
於「食飽飯亂諗嘢」，但如果他們付諸實行，除
了是違法，更會危害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年輕人應多了解歷史及法律，知道哪些是

不可觸碰的底線，社會也應譴責這種害己害人害

港的思潮，特區政府更應依法處理將會發生的違
法行為。我擔心「香港民族黨」的成立，會形成
「破窗效應」，社會會出現越來越多支持「港
獨」的組織，手法更越見赤裸。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
「港獨」思潮由當初的隱隱晦晦、曖曖昧昧，
到現在成立打正旗號鼓吹「港獨」、「香港建
國」的「香港民族黨」，更聲言香港基本法「沒
有獲港人授權」。他們公開這樣的政治綱領，嚴
重違反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特區政府應該要
嚴正執法並取締。至於他們稱會積極考慮參加立
法會選舉，我相信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
雖然支持「港獨」的人只屬少數，但由於他們

的行為激進，仍有機會影響廣大市民的想法及日

常生活，所以必須對他們嚴正抵制，撥亂反正。
不過，更可惡的是一些「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
實」地支持「港獨」的反對派議員、人士，他們
經常利用一些所謂道德高地，去為「港獨」行為
開脫。我希望他們能盡代議士的基本責任，為香
港長遠發展着想，而非自己的選票着想，別明知
香港沒有「獨立」的可能、理由及條件下，推香
港及港人上不歸路。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
我對有人以「港獨」為名組織政黨感到心痛，
香港大部分市民都不會認同「港獨」主張，而我
也接觸過很多不同界別甚至不同立場的青年，支
持「港獨」的青年始終只佔極少數。
香港與內地一脈相連，絕對不能從國家「獨

立」出來。任何撕裂香港社會的行為及言論都是
不負責任的，香港市民心中有數。

各界：「港獨由言至行」需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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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立法會去年12月就版
權條例修訂案恢復二讀，但因人數不足流會，同日傍晚
立法會外的垃圾桶發生爆炸，警方事後拘捕5名涉案青
年，控以串謀縱火罪。案件昨再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時，控辯雙方同意押後至5月25日再訊，以等待進一步
法律指示，其間各被告准以原有條件繼續保釋。
5名被告依次為IVE學生陳祖澤（18歲）、無業青
年葉卓賢（19歲）、繪圖師林國倫（24歲）、培正專
業書院學生周樂軒（19歲）及有「佔中輔警」之稱的
候任樹仁大學學生會會長楊逸朗（22歲）。控罪指
出，5人在2015年12月9日於立會綜合大樓外的示威
區，無合法辯解而用火損壞屬於立法會的垃圾桶。

兩同黨圖劃清界線 稱不知情
據早前報道指，激進「本土」派分子在立法會恢復

二讀辯論《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流會後當晚，涉
嫌將改裝壓縮氣體罐投擲進立會示威區內一個垃圾
桶，引發爆炸並有火警。
警方深入調查後，以「串謀縱火」罪落案起訴5名
被告，5人早前保釋期間，警方曾調查各被告的電話記
錄、指紋、DNA校對及衣物是否留有灰燼。
控方早前庭上透露，閉路電視已清晰拍下未有戴上

口罩的首被告陳祖澤，由港鐵金鐘站步行至立法會，
途經海富中心時更用個人八達通購買咖啡；而案發現
場的閉路電視拍下放火者的衣着與陳吻合。
葉卓賢在警誡下承認負責在陳縱火時「睇水」，他及
後更協助警方作案情重組。林國倫在警誡下則稱，由第
5被告楊逸朗指使他買報紙及酒精，並在立法會大樓的
洗手間會合交收，但他不知對方會用作縱火之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23歲明愛大專生辛德發在前年非法
「佔領」期間，透過黑客團體「匿
名亞洲」的facebook連結，三度向
康文署轄下公共圖書館網站發動逾
7,000次攻擊，令網速變慢及故障
達1.5小時。該大專生早前在東區
裁判法院承認3項刑事毀壞罪，昨
被判感化18個月，條件為不得參與
非法集結、遊行或在社交媒體張貼
煽動性的言論。裁判官希望被告
「珍惜呢次機會」。
案情指出，2014年10月至12月，

被告透過「匿名亞洲」的網上連結，
向公共圖書館網站發動分散式阻斷服
務攻擊(DDoS)，即向伺服器送出大
量訊息包，令其不勝負荷癱瘓。
在觀看黑客教學影片後，被告前

年10月發動第一次攻擊，3分鐘內
向康文署伺服器發出7,000多次訊
息存取要求，令系統故障 1.5 小
時。其後，他兩次攻擊則合共發出
逾5,000次存取，所幸網站未受影
響。警誡下，被告聲稱在facebook
看見「匿名亞洲」的帖文，提到
「拯救香港，對香港政府唔會坐視

不理」，好奇按下連結，當時不知
攻擊的對象是公共圖書館網站。
辯方求情時稱，早前索取的報

告，顯示被告同時適合判入勞教中心
及感化，但對於已還柙16天的被告
而言，兩者實是「一念天堂，一念地
獄」，因他只想盡快回家陪伴喪夫的
媽媽並完成所修讀的電腦課程。被告
就讀的專上學院承諾若被告未有被判
監，會繼續為他預留學位。

條件：不得參與非法集結及遊行
裁判官判刑時指出，被告辛德發

三度向政府的網站發動攻擊，令市民
未能使用圖書館服務。根據案例，案
件嚴重性等同入屋犯法罪，但考慮到
被告非事件的策劃者，且被告的行為
未有對網站造成永久性或經濟上的損
害，故願意給予被告感化的機會，
「請你珍惜呢次機會。」
被告感化的條件包括，要根據感

化官的指示工作及學習、結交朋
友、參與指定活動並不得參與非法
集結、遊行或在社交媒體貼上煽動
性的言論。昨到庭支持被告的母
親，在聞判後雙眼通紅。

大專生癱瘓圖書館網站判感化

新華社同日報道，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就近日香港有人公開
宣稱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組織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採訪。

該發言人表示，我們堅決反對任何「港獨」言行。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按照基本法實行「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們認為香港極少數人成立「港
獨」組織的行為危害國家的主權、安全，危害香港的繁榮穩定，危
害香港的根本利益，是包括700多萬香港市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所堅
決反對的，也已嚴重違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現行有關法律，
我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處理。我們注意到香港特區政府
已依法拒絕該組織的註冊，特區政府的這一做法是恰當的。

陳佐洱：「港獨」毒瘤需剷除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昨日就此事亦作出回應說，「港獨」
是香港的一個毒瘤，也是祖國的一個毒瘤，是違反中國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的，必須依法剷除。他說，最近兩日，全國港澳研究會專家
學者義憤填膺，強烈譴責港獨勢力的囂張蔓延。
「2012年10月，我在人民網與網友交流時就說過，『港獨』就像
病菌一樣蔓延得很快，當時一些人不認同，可惜不幸被我言中。」
陳佐洱說，他的態度與當年一樣，與專家學者一樣，對此事強烈譴
責，「我們要求要依法剷除這個毒瘤。」
陳佐洱在談及香港青年時又說，香港青年與內地青年都是中華民
族的好兒女，兩地青年交流越來越多，而且很成功，也有成效。他
重申，叫囂要搞「港獨」的只是香港青年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對
此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把他們與廣大香港青年同胞同等對待，要
嚴格區分開來。

「香港獨立黨」鼓吹建立「香港共和國」及廢
除香港基本法，成立僅數天就引來國務院港澳辦
及特區政府嚴辭批評，可謂「一石激起千重
浪」。對此「小黨」，何必大費周章？有論者告
訴筆者，這一塊不只是激起政界巨浪的石，更是

形成「破窗效應」、打破香港前途的一塊惡石。
「破窗效應」是犯罪學的理論，由美國學者James Q. Wilson
及George L. Kelling於1982年提出。理論假設一幢建築物被人
打破少許窗戶，如果不修理它們，或會有破壞者破壞更多的窗
戶，甚至會闖入屋內，如果他們發現無人居住，更會據為己
有。意思是，如果壞況放之任之，就會誘使其他人仿傚，甚至
變本加厲，強調應以零容忍的態度面對罪案。
試想香港就是那間屋。窗戶現在被「港獨」分子打破了少
許，不要緊，立即修理，立即制止他們擲磚擲石。不過，如果
視而不見，還在想「其他窗沒有事」，那他們會破壞的不只是
窗，而是屋內的一磚一瓦。
應對「港獨」，就如應對罪案，必要零容忍！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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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任之 恐誘他人仿傚

■■探員在興田邨美田樓單探員在興田邨美田樓單
位取走證物位取走證物。。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探員押送探員押送
涉嫌參與旺涉嫌參與旺
角暴亂的男角暴亂的男
子返回藍田子返回藍田
興田邨美田興田邨美田
樓 住 所 調樓 住 所 調
查查。。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楊逸朗

■■周樂軒

■■林國倫

■■陳祖澤

■■「「香港民族黨香港民族黨」」召集召集
人陳浩天人陳浩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民族黨香港民族黨」」
辦事處辦事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沙田區議員陳國強沙田區議員陳國強（（右右））向向「「香港民族香港民族
黨黨」」召集人陳浩天召集人陳浩天（（左左））致賀致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
任王志民任王志民。。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全國港澳研究會會
長陳佐洱長陳佐洱。。 馬靜馬靜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