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五，「港獨」集會公開宣稱奪取香港的管治權，要推動暴力革命，這是與國家為敵、

與基本法為敵、與全港市民為敵，挑戰底線、挑戰法治、挑戰全港，是對「一國兩制」的公

開宣戰。如果任由「港獨」勢力發展，將給香港帶來災難性後果，造成的損失最終由全體港

人來承受。市民應認清「港獨」的本質，揭露「港獨」的破壞力，遏制「港獨」勢力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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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聚會是挑戰底線、挑戰法治、挑戰全港

被取消參選資格後，「港獨」分子露出了本來面目。
「香港民族黨」上周五在添馬公園舉行「港獨」集會。
陳浩天、梁天琦等「港獨」分子公開宣稱要奪取香港的
管治權，要推動暴力革命，要勇武抗爭。這是香港出現
的首次「港獨」集會，人數雖然不多，但破壞力不小。
那些以往對「港獨」認識不清、甚至同情支持「港獨」
的市民，現在應該清醒過來了。事實說明，選舉主任依
法取消他們的參選資格是明智的。「港獨」挑戰底線、
挑戰法治、挑戰全港，與國家為敵、與基本法為敵、與
全港市民為敵，不可小視、不可忽視、不可輕視，更不
可視而不見，養癰為患。

「港獨」挑戰底線
陳浩天在「港獨」集會上公開宣稱：「我希望目光放

遠，獨派能走上健康發展道路，不再只搞社運，要接管、
管治香港，不再被中國管治」。梁天琦稱：「主權在香港
人手上，不應在北京」、「丟棄基本法、『一國兩制』的
幻想，準備奪權」，又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些言論不是在內部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不是內部
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也不是私人聚會場所的觀點交
流，而是在有組織、有目的、有明確主題的集會上發表
的公開演說，且言辭煽動性極強，地點在人流密集的添
馬公園，聽眾有老中青少幼。以往「港獨」分子，甚至
反對派總是用「言論自由」的理由來搪塞市民，這次還能
蒙混過關嗎？這顯然是公開煽動暴力，公開顛覆法治，公
開製造動亂，已經嚴重挑戰了「一國兩制」的底線。

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雖然英國統
治香港百餘年，並不能改變這一事實。九七回歸，中國
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收回對香港全面的管治權。這是
包括港人在內的全中國人民贊成和擁護的，也得到了包
括英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並透過基本法得到
落實。「主權」概念對應的主體是「國家」， 香港作
為一個地區，何來「主權」之說？梁天琦所謂「主權在
香港人手上，不應在北京」，是把香港當成一個國家來
看待。對香港行使管治權的主體的是中央政府，同時，
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中央將部分管治權授予香港特
別行政區。陳浩天所謂「要接管、管治香港，不再被中
國管治」，更是明目張膽地要奪取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港獨」集會充分表明，「港獨」分子已經公開挑戰
「一國兩制」的底線原則了。

「港獨」挑戰法治
「港獨」分子梁天琦在「港獨」集會上稱，取消「港

獨」分子參選資格，是剝奪港人選舉權、被選舉權。這
一說法極其荒唐！
其一，「港獨」違憲違法，豈有「權力」之說？討論
「權力」的概念，首先要追溯權力的來源。香港選民的
選舉權、被選舉權從何而來？顯然，從基本法而來。基
本法第一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第十二條對香港的定位進一
步明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

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也就是說，你承認並遵守上述條款（不僅僅是口
頭上的承認），你才有資格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港獨」分子不只一次地宣揚要廢除基本法，其言行早
已違憲違法，卻要削尖腦袋鑽進基本法所設置的架構
內，他們自己也承認，目的就是要從內部攻破現有體
制。在這種情形下，還妄談什麼「選舉權、被選舉
權」，簡直是厚顏無恥！
其二，梁天琦等人「港獨」言行世人皆知，豈能允許

其進入架構內作亂？梁天琦所在的「本民前」一貫宣揚
「港獨」，在今年一月份新界東補選資格確認時，他打
着「本土」旗號蒙混過關，而在今年二月份的「旺角暴
亂」中，他公然扮演了指揮者、策劃者、組織者的角
色，其「港獨」面目大白於天下。本次立法會選舉提名
階段，儘管他「委曲求全」簽署了確認書，但並未真心
放棄「港獨」。試想，如果梁天琦等人進入立法會會帶
來什麼後果？他們可以利用議員的言論免責權，將立會
大堂變成「播獨」平台；他們會把拉布、流會的鬧劇演
繹到極致，並上演「全武行」；他們會裡應外合，幾個
「港獨」分子在立法會大堂上搞事，一批「港獨」分子
在立法會外示威施壓，其結果是搞死立法會，搞死特區
政府，搞死經濟民生議案。
行政、立法、司法是構成香港政治體制的三大架構，
可謂三足鼎立，「港獨」分子如果搞死立法會，就等於
搞殘了香港政治體制的一隻腳，這是公然挑戰香港的政
治架構，這是公然挑戰基本法，這是公然挑戰香港的法
治價值。

「港獨」挑戰全港
「港獨」集會人數不多，說明他們只是極少數，但不

能因此就忽視了他們反國家、反體制、反法治、反和諧
的本性，應該看到，「港獨」在挑戰全港利益。

「港獨」和「一國兩制」之間水火
不容，與中央的對抗沒有調和餘地。一
些認識不清的市民希望中央及特區政府
能容忍「港獨」，理由是「港獨」現時
沒有條件，搞不成事。這是極其天真幼
稚的想法。「港獨」無論其勢力大小、
影響深淺、能否成事都不是問題的本
質。其本質是「港獨」要推翻「一國兩
制」，要「獨立建國」，甚至還要「革命」，以暴力手
段實現其目標。近來選舉主任就接連不斷地受到暴力恐
嚇，這與極端恐怖組織的做法有什麼區別？「港獨」與
現有體制是無法兼容的，只能把香港引向動亂的深淵和
崩潰的邊緣。
「港獨」扭曲「本土」，製造香港與內地的對立情
緒。愛鄉之情，人皆有之。本土情懷，無可厚非。但
「港獨」分子詮釋的「本土」是：對抗中央，隔離內
地，拒絕融合，畫地為牢。這是對香港真實和樸素的
「本土情懷」的公然篡改。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
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寬闊視野和博大胸懷，如此扭
曲「本土」，是對香港人價值觀的褻瀆。
「港獨」誤導青年，對香港的禍害影響深遠。青年涉

世不深，缺乏對歷史問題的認知，最容易被「精神綁
架」，「港獨」分子恰恰看中了這一點。陳浩天在「港
獨」集會上宣稱，未來「獨派」發展方向會支持大專學
界，以至中學成立「本土」組織，並呼籲支持「港獨」
的學生搶佔大學學生會。這是公開搶奪資源，拼湊隊
伍，為「港獨」勢力發展作準備。
對抗中央，割離內地，荼毒青年，這是「港獨」對港

人利益的嚴重挑戰，雖然今天他們的勢力還不夠大，影
響也不夠廣，但如果任其發展，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後
果，造成的損失最終由全體港人來承受。香港不容少數極
端分子綁架，市民須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堅決抵制！

屠 海 鳴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廉政公署早前「大地震」，令人
擔心香港廉潔形象受損。時事評
論員屈穎妍在媒體上指出，是次
「大地震」源於前署任執行處首
長李寶蘭因不再獲署任，感晉升
無望，一怒之下辭職，但反對派
卻乘機炒作，把行政長官梁振英
捲入事件當中，更不點名指曾當
過廉署調查主任的立法會候選人

林卓廷常以陰謀論爭取曝光機會。屈穎妍因此特地訪
問香港第一位華人執行處首長兼副廉政專員郭文緯，
以他的經歷來證明執行處首長一職並非只努力查案便
勝任，期望以此推翻陰謀論。
郭文緯指出，許多人不知道，法律上廉政副專員與

專員的權責是一樣的，因此副專員不單是執行處首
長，還等同廉政專員。他表示，自己由總調查主任開
始拾級而上，至1993年升任處長，而1995年底外籍
副專員60歲退休，以為機會到了，誰知上司退休前一
個月，時任港督彭定康要求郭文緯延任6個月，原因
是他「not yet ready」（未準備好）。
他續說：「6個月後，首長退休了，我再署任6個月

他的位置。等到1996年，才晉升為執行處首長。」
郭文緯指出，1997年有人說，香港會由廉政之都變

成貪污之都，他在此環境下面對的壓力十分大，可想
而知，「因此這位置不能單是努力查案，還要想方設
法穩住廉政招牌。」
他表示，自己當上執行處首長後，有一半時間是花
在如何令廉署更專業、更有效，包括第一個引用普通
法中「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檢控一些沒直接收錢證

據、卻有明顯貪污行為者，「所以，首長之責不限於
查案，要宏觀、有策略，還要對外，能說服別人。」

指李寶蘭若無辭職或成專員
他直言，一直很欣賞李寶蘭，認為她是不可多得的
人才，更相信如果她沒有辭職，有機會當上專員。
他續說，鄧小平也曾三上三落，「如果他一落下來

就憤然退黨，中國今日會如何？」

屈穎妍嘆人事糾紛變政治籌碼
屈穎妍指，李寶蘭署任一年，明顯是廉署要測試她
駕馭該職位的能力，她最終被停止署任就是此刻未必
適合，或尚未勝任。屈穎妍慨嘆廉署人事糾紛被政客
炒作為政治籌碼，「看當日大家一起努力建立的金漆
招牌，今日竟成了政治磨心，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郭文緯：升廉署首長非只靠查案

■郭文緯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期「假難民」問題嚴重，殃
及池魚。曾任保安局局長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指出，入
境事務處因「假難民」問題，收緊了對南亞裔專業人士及企業
家的入境簽證，令在香港經營珠寶生意的正當印度商人無辜受
牽連，難以在港創業和從事珠寶生意。
因應印度珠寶集團訴求，她近日聯同部分受影響商人約見

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向對方解釋他們的工作性質，以及
提出建議協助處方有效辨認真正商人。她希望入境處與業界
緊密溝通，更有利香港治安和商務發展。

葉太助「真印度珠寶商」入境

最 近 《Pokémon
GO》手機遊戲風靡
全球，遊戲狂熱為
香港增添不少歡樂

氣氛，全城玩家都在搜捕「寵物小精靈」，紓緩緊
張、忙碌的都市生活。
這遊戲帶動不少商機，附近如果有遊戲中的「補

給站」，商戶只要花費少許金錢，購買及施放遊戲
中的「香氣」道具，便可以吸引「精靈」到訪，從
而凝聚玩家，增加人流和生意。有初創企業及自僱
人士，更收費為玩家提供「坐車捉精靈」服務，在
車廂內供應飲品、充電器，甚至有專人在後勤辦公
室分析精靈情報等，堪稱「一條龍」服務。宏觀而
言，從遊戲收集大數據，再與不同商戶合作進行市
場推廣，隨時帶來無限商機。
出色的創新科技項目可以創造龐大商機，更可為

日常生活帶來樂趣和啟發。開發《Pokémon GO》
的任天堂，以及遊戲藍本「寵物小精靈」，本身是
老牌遊戲商及動畫，這款遊戲善用的擴增實境
（AR）技術已應用十多年，並不涉及尖端技術。遊
戲給有意創新者帶來啟發：成功的創新，不一定要
發明全新技術，有時候善用現有技術及品牌，進行
「再整合」與「再創新」，結果往往令人驚喜。

港「iButterfly」揚威全球
香港也有發展類似成功項目的條件，2011年推出的

iButterfly便是出色例子，更在2013年獲得「世界信息
峰會大獎」全球大獎。這款港產遊戲同樣善用擴增實境
（AR）技術，結合虛擬與實境，讓玩家在街上以捉蝴
蝶方式捕捉商戶優惠券，現已在全球各地市場應用。
聯想起來，香港能否以大受歡迎的警匪片、武俠

文學題材，發展出成功的遊戲或其他創新科技項目呢？香港
現在大力提倡創新及科技，各界開始躍躍欲試，期望政府對
有志者多加支持，振興創新及科技，為香港創出路。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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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全港設街站
列禍港政棍五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

距離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投

票日尚有不足一個月，有團體不

滿反對派動輒拉布，部分人更誤

導年輕人仇視國家、港府及警

察，導致香港社會及家庭撕裂，

港人不再安居樂業。「珍惜群

組」由昨日起巡迴全港十八區設

街站及派發宣傳單張，列出政棍

禍港五大罪狀，希望市民以雪亮

眼睛認清反對派反中亂港的惡行

與真面目，並以手中神聖選票，

在立法會選舉上踢走他們，讓香

港重回正軌。

「珍惜群組」成員昨日到灣仔港鐵站外
設街站，呼籲市民認清反對派真面

目。群組指出，年前違法「佔中」行動令本來
安居樂業的港人不再安居，激進反對派又借
「反水貨」及「光復」為名，到處搗亂為實，
令百業蕭條，撕裂內地與香港市民的關係。

李璧而批「呃細路」煽「獨」
「珍惜群組」召集人李璧而指出，反對派

不斷荼毒並誤導香港年輕人仇恨國家、政府
及警察；香港父母「港豬論」更唆使孩子不
要父母，令社會及家庭撕裂，更令社會充斥
暴力。她表示，香港目前「群魔亂舞」，部
分人搗亂香港，強詞奪理，罔顧香港孩子前

途，「一些政棍更『呃細路』鼓吹獨立，其
實香港根本沒有資源及條件可以獨立！」
李璧而又批評政棍只想搗亂香港，癱瘓議

會運作，「回歸19年來，在立法會究竟做過
什麼？」她強調，「珍惜群組」反黑金、反
暴力，期望市民以手中神聖選票，在立法會
選舉踢走立心不良的政棍，找真正為香港的
人進入立法會。
她表示，群組由昨日起，連日巡迴全港18

區設街站，傳播反「港獨」、反亂港訊息。
群組印製一條五色橫額，列出政棍禍港五

大罪狀，包括製造歪理抹黑國家；炒作最低
工資工時呃選票；破壞經濟，再全民派錢把
庫房清倉；濫用司法覆核，蠶食公帑並破壞

法治；以及引入「假難民」，增加香港負
擔，影響治安與民生。

居民遭訟黨拍照感威脅
有家住美孚的市民表示，前晚在住處附

近看到有公民黨成員在其街站鼓吹「去大
陸化」，他不滿並上前與對方「好聲好
氣」理論，指近年內地已在多方面有長足
進步，但對方「說不過他」，及後竟突然
有4人上前高舉手機拍下他的樣子，令他感
到被威脅。他批評反對派不願聽取不同意
見，無資格進入立法會。
他認同「珍惜群組」行動，昨日自發隨
群組到街站，向市民訴說他的經歷。

■美孚居民指反對
派無資格進入立法
會。 鍾立 攝

■「珍惜群組」列出政棍禍港五大罪狀。 鍾立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