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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偷換概念 起步點變中途加入
政界：挑戰法律 蒙騙市民 罔顧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

陣等反對派在搞今年七一遊行時，

一時勇武、一時縮骨。民陣日前透

過媒體放風聲，稱要自設約10個

「起步點」，以「反制」警方就其

遊行出發點的安排。在被社會各界

批評其違法主張後，又偷換概念稱

只是要市民「中途加入」，反稱別

人「打壓」。多名政界人士批評，

民陣等反對派刻意挑戰法律的底

線，違反警方安排，將擅自設定不

同「起步點」，偷換概念說成是

「中途加入」，企圖蒙騙市民作出

違法行為，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或

造成混亂，危及途經市民的安全，

必須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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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近年「示威」往往會變成「示
弱」，反映香港大部分市民都不支持
他們的議題。近日，聲稱將參與今年
七一遊行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就主力攻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聲稱
她「沒有為港人挺身而出」。多名建
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陳方安生身為
前特區政府高官，任內未有做好與內
地溝通的角色，到香港近年在中央全
力支持下取得良好發展，就故意將國
家與香港對立起來，圖挑起矛盾，是
為了政治目的而無視香港社會的整體
利益。
《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媒體近日大

篇幅抹黑林鄭月娥及特區政府各項施
政措施，陳方安生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承認，林鄭月娥在過去一年的施
政表現努力，看得出她想在民生上盡
一分力，但她在言行上「處處配合中
央」，未能「讓香港人看得出她是香
港人的特首」，「佢冇挺身而出為香
港發聲。佢冇為香港人捍衛我哋嘅核
心價值，好似『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一國兩制』。」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議員林健鋒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林鄭
月娥自上任後，在多個民生範疇急市
民所急，令普羅大眾都感受到政府的
誠意；在經濟範疇上，大刀闊斧地投

資創新科技，並落實了兩級制利得稅
及科研扣稅優惠，以前瞻的角度提升
了香港的競爭力；積極參與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為香港帶來歷史性機
遇。

斥圖為七一遊行造勢
他批評，陳方安生不在其位，就不
應對政府施政指指點點，而反對派連
日來攻擊林鄭月娥，似是為民陣的即
將舉行的七一遊行造勢，市民應當認
清他們的目的。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表示，今屆特區

政府在房屋、教育、福利等都下了很
大工夫，更勇於面對問題、尋找解決

辦法。因此，陳方安生故意將香港與
中央對立起來，意圖在這方面製造矛
盾。
他批評陳方安生的言論，認為這證
明了她對國家發展和香港未來進一步
發展的機遇所在等等一無所知，「特
區政府和中央一起改善人民生活，到
底有什麼問題？」
他要求陳方安生不要再為圖謀個人

的政治本錢，而製造虛假的輿論。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表示，身為特

首，林鄭月娥必須同時向中央政府和
香港特區負責，陳方安生所謂「處處
配合」，不但反映她完全不熟悉香港
的憲制架構的言論，更企圖將國家與香
港對立，「特區政府積極參與國家的發
展，包括大灣區、『一帶一路』、滬港
通、高鐵系統等，哪一方面不是同時為
香港、為國家的發展着想？」

民陣在申請今年七一遊行時，一再
堅持要在東角道起步，未有理會

警方指出該處地段較為狹窄，易生意
外。在警方最後安排民陣從維園中央
草坪出發，民陣提出上訴但被駁回
後，民陣向《蘋果日報》放風稱，他
們自設約10個「起步點」，包括他們
原本計劃的東角道等。
有關違法主張連日受社會各界批評
他們煽動參與者違反警方不反對通知
書的規定，有可能違法。民陣即通過
《蘋果日報》偷換概念，將「起步
點」變成「中途加入」，然後稱批評
者是「打壓」云云。

召集人聲稱以身試法
民陣召集人葉志衍昨日在記者會上聲
稱，「中途加入」並沒有違法，倘違法
他會以身試法，警方可以先拘捕他，又

稱民陣隊伍在離開維園草坪後，會到高
士威道才展開橫額，歡迎市民「中途加
入」，但如果一家大小或長者想「減低
風險」，可從維園出發云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港人有遊行集
會的自由，但必須遵守法例，而警方
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的要求，是
為了保障參與遊行的市民、途經路線
的居民、商舖的安全，現「民陣」自
製10個「起步點」，等同自製多個
「計時炸彈」，一旦爆發將十分危
險，警方必須正視問題。

必須譴責玩語言偽術
他批評，民陣對違反「不反對通知
書」的嚴重性後果隻字不提，更不斷
大玩語言偽術、偷換概念，將違法的
「起步點」稱為「中途加入」，於是

就「沒有違法」，是試圖誤導市民在
不知情下違法，必須譴責。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主席盧偉國

表示，在過往遊行活動中，的確有市
民會中途加入，這並不違法，惟民陣
的「集合點」主張是高調呼籲以至刻
意安排市民在多個人多擠迫的地點起
步，製造樽頸位，可能會造成阻塞甚
至混亂場面，是十分危險的。作為遊
行活動的主辦機構，應該要有責任
心，不要煽動市民違法。

煽動違法圖挑起衝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民

陣副召集人區諾軒、民主黨立法會議
員尹兆堅及《蘋果日報》等，故意將
自設的「起步點」與「中途加入」混
為一談，明顯是在偷換概念。
她指出，在兩三天前，民陣已表明

會在銅鑼灣及灣仔定出約10個「起步
點」，更聲言要以「打游擊」的方式
集結群眾，《蘋果日報》等亦刊登了
相關報道，證據確鑿，明顯不是他們
後來辯稱的「中途加入」。
葛珮帆強調，警方為民眾安排遊行起

點，目的是保障有關人等和公眾的安全，
同時有利於維持秩序。民陣等反對派中
人卻顛倒是非，為催谷遊行人數，刻意
違反「不反對通知書」的規定，煽動市
民違法「抗爭」，試圖挑起衝突，置廣
大市民的人身安全於不顧。
「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譴責民陣

和反對派偷換概念、煽動市民參與犯法
行為的做法。他指出，部分市民對遊行
集會的規例不甚了解，而民陣刻意將違
反「不反對通知書」安排的起步點，形
容為「中途加入」，或會令部分市民因
此受騙而作出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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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法律界人士表
示，根據《公安條例》，每個組織公眾遊行者或代
替其行事者，須遵從警方所加入的條件，否則即屬
犯法，可罰款5,000元及一年監禁，倘造成混亂更
可監禁5年。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警方規定不能以東角道
作為起步點是基於公共安全，因為東角道地勢狹
窄，不適宜多人聚集，更可能會影響救護車通行救
人等。
儘管民陣試圖偷換概念，將自設的「起步點」形

容為「中途加入」，馬恩國說，根據《公安條例》
第十五條，每一個組織公眾遊行者或代替其行事
者，必須遵從警方所加入的條件，否則即屬犯法，
可處以二級罰款及一年監禁。

倘擾亂秩序可囚五載
他續說，倘遊行造成混亂，據《公安條例》第十
八條規定，一個原來是合法的集結，倘發生擾亂秩
序或者令人害怕他們會破壞社會安寧即屬犯法，可
被判5年監禁。
執業律師黃國恩指出，民陣踐踏法治，自設多個
「起步點」，企圖煽動市民違法，完全是違法「佔
中」思維，就是罔顧他人利益和安全，視法律如無
物。警方應嚴格執法，維護法治權威，而擬參加遊
行的市民亦應有所警惕，以免誤墮法網。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法

學博士傅健慈批評，民陣煽動市民以「打游擊」方
式在不同地點起步，明顯是意圖造成混亂，刻意破
壞社會安寧，有意擾亂警方維持公共秩序的部署和
能力，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警民衝突。他說，人人都
有遊行的合法權利，但也有義務守法和維持社會安
寧。如現場情況惡化及嚴峻，參加遊行者可能會干
犯《公安條例》的「非法集結」罪名。

反對派近年在示威、遊行往往進退失
據，示威變示弱常見，十數人分身扮作
50個團體亦有，令人啼笑皆非。今次

民陣的七一遊行，一開始「大隻講」稱考慮「公民抗命」，
到後來放風媒體稱要自設起步點「反制」警方安排，其後又
改口為「中途加入」想淡化違法問題，亦再次成為他們進退
失據的範例之一。
民陣欠缺底氣，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確實沒有群眾基礎，另

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在旺暴案、衝擊政總或立法會的案件判
決中看到違法的後果嚴重，那到底又是什麼令他們「心大心
細」？
其中一說法是，近年七一遊行的人數漸減，為避免草坪上

無人的尷尬，寧願打「游擊戰」，而什麼人會打游擊戰？正
正就是人丁單薄的一方。
另一方面，從反對派處事作風越來越騎牆，再加上因旺暴
案正在服刑的梁天琦的「先聚眾、後搞事」論調，反對派或
許對是次遊行亦有一點奢望，就是冀召集到一些市民，再一
次集體違法，以所謂的「公民抗命」去挑戰法律底線、破壞
香港法治。
即使市民因此誤墮法網，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已反映，反對

派並不關心一般市民所需面對的法律後果，只需要有這樣的
事件，讓他們繼續演繹「香港法治已死」、「政治打壓」的
台詞。
在這樣的情況下，本着和平心態想去遊行表達訴求的市
民，大概也應想想自己是否甘願被這樣的政棍利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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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昨日舉行記者會，公佈「七一遊行」的詳情。「民陣」繼早
前聲稱會自設約10個「起步點」後，又鼓動市民在沿途加入隊伍，並聲
稱不會觸犯任何法例。「民陣」藉着炒作今年「七一遊行」的起步點，
不斷製造事端，尤甚是鼓動參與者沿途加入，作為民陣挑戰警方的籌
碼，全然不顧一旦發生混亂可能對參加者以至公眾的危險。「民陣」借
遊行挑撥矛盾，煽動市民罔顧警方管理，暴露了他們騎劫民意，不擇手
段製造政治話題的真實目的。市民須認清「民陣」的居心，切勿被他們
利用而將自己置於險境，令香港再蹈社會撕裂、政爭氾濫的覆轍。

香港是一個開放多元的社會，七月一日是回歸紀念日，市民多參與各
種活動慶回歸；有部分市民選擇走上街頭，表達自己對施政的各種意見
和訴求，也是受到法律保障的。警方一貫依法處理市民遊行的申請，政
府對此充分包容，願意聽取市民聲音。但遊行必須以合法、和平、理性
的方式進行。

「民陣」作為遊行的主辦單位，今年在接獲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
之後，不斷糾纏遊行起點，指警方指定的維園草地「道路狹窄、有危險
性」，堅持以銅鑼灣東角道做起點，並提出上訴。結果上訴被公眾集會
及遊行上訴委員會駁回。「民陣」輸打贏要，竟然不遵守上訴委員會的
決定，公然藐視法律，鼓動參與者以「游擊戰」方式中途加入遊行。

市民大眾都知道，維園草地是一片開闊平坦的草地，相反東角道是車
流繁忙、人流如鯽的街道，哪個地方適合集會、哪個地方具危險性，不
言而喻。「民陣」無視法律，罔顧市民安全，充分暴露其政治企圖。如
今求和諧、謀發展已成為香港主流聲音，大多數市民討厭政爭。民陣眼
見今年「七一遊行」反應冷淡，煽動力日漸減弱，就扭盡六壬挑撥矛
盾，借遊行出發點製造事端、炒作話題，掀起新政爭，更將參與遊行市
民綁上自己的「政治戰車」，把遊行當作撈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香港是法治社會，集會遊行更要依法辦事，顧及公眾安全。廣大市民
必須清楚，不遵從警方指定地點遊行，將涉及非法集會。根據《公安條
例》第十八條「非法集結」罪，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判監禁5年。香
港尊重言論自由，有很多渠道讓市民發聲、表達訴求，大家一定要心清
眼亮，不要聽信別有用心之徒的唆擺誤導，將自己綁上違法的「政治戰
車」。

認清「民陣」居心 切勿自陷險境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視察香港時，一再表達對港人的深切關
愛，特別是對香港青少年傾注了深厚的關心和期許。他在多場
活動和講話中，都特別關注香港青少年發展問題，並且對如何
幫助他們更好成長作出了系統闡述，強調要關心、支持香港青
少年發展，為香港青少年健康成長創造良好條件。過去一年，
中央和特區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青少年工作，幫助香港
青少年更好認清歷史方位和個人發展的關係，明白香港與國家
命運與共，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依靠粵港澳大灣區的廣闊
舞台大展身手，就可以把個人夢、香港夢融入國家夢、民族
夢，在服務香港、報效國家中成就香港、發展自己。

習主席去年在港視察期間，在緊湊的行程中，專門視察了八鄉
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並與青年人親切交談，當時他飽含深情
地表示：「我非常關心、重視青少年成長，因為你們是祖國的未
來和希望，沒有青少年健康成長，國家就沒有遠大發展。每一代
青少年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和機緣，當代香港青少年要把握歷史
機遇，選擇正確道路，報效香港、報效國家。」在會見香港各界
人士代表時，習主席要求出席者做好四方面的表率，其中之一，
就是帶頭關心青年，幫助他們解決實際的問題，為他們成長成才
創造良好條件。在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發表重要講話時，習
主席強調：「要注重教育、加強引導，着力加強對青少年的愛國
主義教育，關心、支持、幫助青少年健康成長。」

過去一年中，習主席一直關心香港青少年工作。今年春節來臨
之際，他給「少年警訊」成員回信，感謝他們寄送親手製作的新
春賀卡，勉勵他們好好學習、健康成長、早日成才，並向香港廣
大青少年致以誠摯的問候和節日的祝福。一言一行，見微知著，
充分顯示習主席縱使日理萬機，仍關心重視港人特別是香港青少
年，顯示了「香港一直牽動主席的心」、「中南海直通香港」。

過去一年，在習主席的關懷支持下，中央和特區政府、香港
社會各界「同行」，務實推進與青少年相關的各項政策措施，

為香港青少年健康成長創造良好環境。中央連續推出了便利港
人在內地學習、就業和生活的具體措施，涵蓋教育、就業、創
業和日常生活等範疇；特區政府增加教育資源投入，社會各界
積極舉辦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學習、參觀、實習的交流活動，讓
青少年更全面深入了解國家一日千里的發展形勢，提升國家歸
屬感和民族自豪感，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前途的信心。

香港青少年要跳出香港，就要擴大人生舞台，而粵港澳大灣
區正是香港青少年大展身手的平台。日前，主管港澳事務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見特首林鄭月娥，就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聽取意見和建議。韓正表示，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
推動的國家戰略。韓正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在研究規劃過程
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大灣區的發展成果要讓香港、澳門及粵
港澳大灣區全體人民共享，應惠及廣大人民群眾，各方要朝着
這一方面工作共同努力。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成果要讓區內全體人民共享，意味着大
灣區的建設不僅為香港帶來商機，亦為年輕人制造創業和就業
機會。粵港澳大灣區的前景可媲美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東
京灣區等國際知名灣區，擁有國際金融中心、創科中心、製造
業中心等綜合優勢，產業優勢互補性強，活力充沛，發展前景
無可限量。隨着港珠澳大橋、港深港高鐵及蓮塘香園圍口岸陸
續落成通車及啟用，港人到大灣區創業、營商、就業、學習、
生活將更加方便，香港年輕人多到大灣區親身經歷、感受、思
考，一定能找到展現才華、開創美好人生的廣闊天地。

習主席在十九大報告中表示，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
家強。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
族就有希望。相信香港青少年定會不負習主席的期望，把實現
個人夢、家庭夢融入國家夢、民族夢之中，努力學習，早日成
才，與全國人民同心同行，一起開創更美好未來。

習主席關心重視香港青年 各界助港青融入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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