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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
泛民港獨一家親
撐獨遊行違民心
各界：上街人稀少 證社會主流反分裂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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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晴酷熱 幾陣驟雨

戊戌年六月初十 十一大暑 氣溫 28-33℃ 濕度 60-90%
港字第 24964 今日出紙 2 疊 5 張半 港售 8 元

執法 排
警方建議引用《社團條例》禁止「香
港民族黨」運作，民陣及多個反對派政
黨昨日聯同多個「港獨」組織遊行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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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宣稱要捍衛基本法賦予的言論及結
社自由，集會期間更安排一眾「港獨」
分子在「大台」播「獨」，最終約 600
人出席。政界人士批評，反對派在行動
上招攬「獨派」，證明他們的本質一
致。是次的出席人數反映了「港獨」不
得人心，市民以行動堅決說「不」，但
執法機關須慎防「港獨」組織轉入地
下，避免「港獨」死灰復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何西
條近了，港
民人陣昨日發起名為「23
要醒覺」的遊行集會，公民

黨、民主黨、工黨、民協、社民連、
「香港眾志」、「人民力量」及旺角鳩
嗚 團 等 反 對 派 團 體 ， 及 20 多 名 「 港
獨」分子參與（見另稿）。

反對派大佬打頭陣600人參與

黨主席梁家傑，有意參加立法會九龍西
補選的劉小麗、李卓人，「香港眾志」
前主席羅冠聰，民協區議員何啟明，
「青年新政」梁頌恆等均有現身，惟
「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並無出席。
示威者在下午 3 時由灣仔修頓球場出
發，「港獨」分子隨後，遊行至警察總
部外集會，其間更高呼「港獨無罪」等
口號。梁家傑在集會上聲言，警方向陳
浩天列出 700 多頁罪狀，是「獨裁政
權」製造「假危機感」，令市民「放
棄」他們擁有的自由。羅冠聰聲稱，
「取締民族黨係一個赤裸嘅政治審查，
言論審查。」
區諾軒聲稱，「民族黨」只是第一個
「被打壓」的黨派，「先例一開，後患
無窮」，又稱民陣反對「港獨」，但被
問及民陣何以在是次集會中容許「港
獨」分子上台發言時，他辯稱是向政府
「示範」和而不同和言論自由，又稱是
日有 1,200 人參加遊行，惟警方指，集
會高峯時只有600人。

口稱不挺「獨」卻聲援「獨」黨
■反對派大佬參與撐「獨」遊行，助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違法氣燄。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反對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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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單是包庇他們的表現，更是行動
上招攬了他們，讓他們擔當反對派的
「代言人」，說出他們不願說的話。
他批評，民陣雖然多番「澄清」不支
持「港獨」，但行動上完全相反，站在
後方給予支援，理應同樣負上法律責
任，執法人員應該密切留意。

「學獨」僅招來零星學生
「學獨」日前在 facebook 宣稱於昨
日發起「聲援香港民族黨」行動，但至

活動的集合時間，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觀
察，在場只有召集人陳家駒與零星幾個
學生，場面十分冷清。陳家駒聲稱，是
次活動聯合了多個「港獨」組織，共同
聲援「香港民族黨」，而後來加入隊伍
的遊行者年紀甚長，並非學生，有人則
認出部分人為「鳩嗚團」的成員。

縱火燒相片被阻未得逞
作為「民族黨」同路者的眾「獨」團
體，「理應」在昨日遊行中帶頭，但光
環最終被傳統反對派組織取走。陳家駒
稱，他曾主動「請求」民陣讓「獨團」
加入遊行隊伍，而民陣亦「歡迎」他們
的加入，但遊行中則由民陣等反對派

「大佬」走在最前，一眾「獨團」則讓
路反對派，自己「甘願」包底跟尾。平
時「港獨」分子常言勇武抗爭，但到遊
行時自己卻退至最後。
「港獨」分子其後登上民陣集會台上，
繼續口出狂言。陳家駒聲言，一眾「獨
派」推「獨」的信心仍然堅定，絕不會
因「香港民族黨」被取締而退縮，反而
會繼續堅持「港獨」的理念，仍然相信
「港獨」才是保障香港的唯一方法。
有其他「港獨」組織代表在台上「勇
武抗爭」，在習近平肖像相片上畫上交
叉，並邀請台下參與者上前「畫一
筆」，最終未得任何回應而尷尬收場，
「OK，咁今日到此為止！」

長毛鬼祟籌款少人吼

民陣昨日幫「獨派」搞行遊行集會，
講明唔會借機會籌款，但一直發錢寒嘅社
民連「長毛」梁國雄點會咁易罷休吖！可
能佢哋尚有多少廉恥，所以取巧喺集合點
前嘅灣仔港鐵站擺站放籌款箱，又唔敢用
民陣嘅「聲援對象」、「香港民族黨」召

集人陳浩天嘅相，而係用咗長毛同副主席
五短人（黃浩銘）嘅大頭相。個站受唔受
歡迎，睇吓籌款箱零落嘅銀紙就知，但所
謂「乞得一蚊得一蚊」，就算錢少少，已
經夠長毛同班𡃁 隊次啤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保港運動
保港運動」
」
成員昨日集會
員昨日集會，
，敦促政府取締形形
色色的
「港獨
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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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組織
。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建制派：市民已覺醒不受蠱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認為，「港
獨」是違法的主張，惟反對派仍試圖自
圓其說，甚至在遊行中聲言「港獨無
罪」是垂死掙扎，十分可笑，又揶揄反
對派是次空群而出，但參與的市民卻十
分少，證明眾所周知「港獨」違法，
「港獨」不得人心。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即使
反對派把「港獨」這個大是大非的議
題，扣上「言論自由」的帽子，昨日的
遊行人數僅得 600 多人，反映市民亦看
清現實，透過行動表明並不支持及認同
「港獨」。民陣容許「學獨」分子上台
發言，繼續宣揚他們的主張，是非常危
險的行為，籲他們不應該繼續「死
撐」，而是想清楚市民的表態，反思是
否要與「獨」扯上關係。

「激獨」
乏響應「勇武」
跟隊尾

「港獨」分子的種種醜態再度披露公
眾眼前。播「獨」組織「學生獨立聯
盟」昨日聯合多個「港獨」組織，參與
由民陣主辦的遊行。奇就奇在，作為
「香港民族黨」同路者的眾「獨」團
體，理應帶頭主導遊行，但卻讓路反對
派大佬，自己甘願包底跟尾。到集會
時，「獨派」代表又「邀請」台下參與
者塗鴉國家主席習近平肖像相片，最終
未得任何回應而尷尬收場，真係「見者
不忍，聞者心酸」。



黨以「言論自由」為掩飾，聲稱「港獨無
罪」是荒謬、歪曲事實的。他批評反對派
一方面「帶頭盔」，稱不支持「港獨」，
但卻舉辦遊行聲援「民族黨」，做法是自
相矛盾，證明反對派傳統政黨及「港獨」
組織本質上無異，將自己置於市民的對立
面，損害香港利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
事長陳勇批評，倘反對派政黨真心不支
持「港獨」主張，昨日根本不應該遊
行，更不應以「結社自由」、「言論自
由」為借口，支持「民族黨」及其他
「港獨」組織。
他形容，「港獨」猶如毒品，即使
「豬朋狗友」或會加以唆擺，清醒的人
仍然會堅決說「不」，所以昨日的遊行
人數寥寥無幾，證明市民都知道「港
獨」違法。
不過，「港獨」組織有可能會轉入地
下，故即使今次打散「民族黨」後亦非完
事大吉，執法機關及市民必須繼續保持小
心及警惕，避免「港獨」死灰復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直言，幾乎
所有香港市民均希望「獨」人「滾出
去」，而反對派政黨在遊行中與他們走
在一起，甚至容許他們在其大會上發

■「學獨」
隊中只見召集人陳家駒與零星
幾個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在民陣集會完結後，有示威者放火燒
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肖像相片，警員
隨即拿出滅火筒，噴熄火種。但示威者
仍未心息，聲稱「我燒少少火有咩所
謂」，意圖繼續縱火，被警員回應「星
火可以燎原」並阻止，縱火者最終未能
得逞。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 長毛自己
友 在 fb 貼 出
社民連籌款
相，以為可以
幫佢宣傳，但
反而踢爆長毛
為咗錢可以幾
無恥。fb圖片

民眾集會打對台 力促 眾「獨」派

連同身為民陣副召集人的區諾軒，出
席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只有 6 人，包括
民主黨的尹兆堅，「議會陣線」的毛孟
靜、朱凱廸、范國威，及街工的梁耀
忠。「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公民

■ 參與昨
參與昨日
日民陣
民陣遊行的撐
遊行的撐「獨」分子辱警
子辱警，
，一
度引發衝突。
度引發衝突。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民陣昨
日舉行「獨」遊行的同時，「保衛香港運
動」舉行了「快 DQ 本土港獨自決派」集
會，支持保安局行使《社團條例》的權力，
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他們批評，「民
族黨」宣稱要使用武力，挑動和煽動社會的
仇視情緒，但其他反對派政黨竟以結社、言
論自由圖為「民族黨」開脫，是在顛倒黑
白。他們要求政府依法取締所有「港獨」以
至所謂「本土」、「自決」組織，以維護國
家安全。
約 20 名的「保港運動」成員昨日手持標
語，高叫「保家衛國，DQ 港獨；非法組
織，冇得留低」等口號，要求保安局盡快以
《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並
依法取締所有「港獨」，以至「本土」、
「自決」等組織。

DQ

「保港運動」
：非法組織須取締

「保港運動」主席傅振中批評，「民族
黨」是未經註冊的非法組織，更明目張膽鼓
吹「港獨」，漠視香港法律，鼓吹武力，散
播仇恨分裂國家的言論，破壞社會安寧。
他續指，民陣等反對黨派以結社、言論自
由為名去聲援「民族黨」，是在顛倒黑白。
在香港，沒有一個組織或政黨可以有鼓吹
「獨立」、進行分裂國家活動的自由，而
「民族黨」更在政綱中宣稱要以武力爭取
「港獨」，挑動和煽動社會的仇視情緒，煽
動其他人違法事情，必須取締。
傅振中批評，「民族黨」到校園派發「港
獨」宣傳單張，荼毒無知和入世未深的青年
學生，與踢學生入黑社會無異，最終導致他
們失去前途，「法庭連續判了涉及違法佔中
和旺角暴亂的案件，多位年輕人被判有罪入
獄」，而這些年輕人之所以參與違法行動，
是「受到『本土』、『港獨』、『自決』派
的蠱惑，誤入犯法的歧途，浪費大好青春年
華，實在可悲。」
參與集會的許先生指出，「民族黨」宣
「獨」，將港人強分為所謂「香港民族」與
「非香港民族」，是在挑起社會內部不安情
緒。香港已回歸祖國 21 年，社會和諧，但
「民族黨」就鼓吹甚至推動極端主義，政府
必須在其萌芽階段就依法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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