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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拒「獨郎」入境「獨軒」屈打壓
政界斥區諾軒勾結反華勢力 為「獨人」張目枉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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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反對派
一直以「香港民族黨」力量「微薄」
去為其鼓吹「港獨」的違法行為開
脫，更以「言論自由」為擋箭牌。全
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指出，「民
族黨」的問題若發生在西方國家，所
有黨員都會被列黑名單、被跟蹤及被
竊聽，並強調「港獨」言行會對香港
造成極大傷害，故沒有情治機關的香
港不能不提高警覺，「這不是我們一
句『唔使理佢』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們不能光靠主觀意志。」
梁振英昨日以《不能輕視任何「港

獨」的苗頭》為題在facebook撰文，指
出世界各國都不希望自己的人民當中有
叛國、分裂國家和進行顛覆的行為和活
動，亦沒有國家會排除外部勢力利用內
部分歧，擴大矛盾，進行吸收的可能。

「二十三條」未立 安全現軟肋
因此，世界各地即使是被稱為最自

由的國家，都有禁止叛國、分裂國家或
顛覆的法律，更有專職監視、偵查和反
制的機關和手段，「這是大家熟知的軍
事鬥爭以外的慣常的非軍事鬥爭。」
和這些國家和地區比較下，梁振英

認為香港人的國家安全意識較為薄弱，
「對國際關係的本質看得十分單純。」
他指出，香港沒有情治機關，也沒
有針對國家安全或內部安全而定的法
律，「我們容易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軟
肋和負累，不能不提高警覺。這不是我
們一句『唔使理佢』就可以解決的問
題，我們不能光靠主觀意志。」

針對有人認為「民族黨」力量薄弱不用理
會，梁振英指出︰「如果『民族黨』這事發生
在西方國家，全部黨員都會被列入黑名單，都
會被跟蹤、通訊會被竊聽，談話會被錄音；如
果和外國人有接觸，情治機關的警報就會拉響
了。言論自由？」
梁振英強調，沒有人可以將香港從國家分離

出去，但如果不阻止「港獨」的歪念，考慮到
今天的國際大環境，及香港部分年輕人的傾
向，「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等人的活動和行
為，會對香港造成極大的傷害，「包括影響中
央和香港的關係，破壞內地人民和香港的感
情。」
他坦言，自己並不擔心「港獨」會成事，但

擔心部分人在搞「港獨」時令香港要付出代
價，「我們的擔心，可能是別人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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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都知鼓吹「港
獨」係違法行為，
偏偏有班政棍就想

呃年輕人犯法。旺角街人專用區「殺
街」，一眾表演者轉戰尖沙咀碼頭，
「港獨」組織「學生獨立聯盟」借機
喺網上吹雞播「獨」，話「這幫中國
人就是如此欺負我們香港人」，今日
要去「光復」碼頭喎。有反對派嘅
facebook專頁都看透呢招，順便出圖出
文攻擊政敵，貼晒啲成日講「港
獨」、叫人衝嘅政客出嚟，問大家
「你估佢地（哋）邊個真係會去？」
係囉，上當之前真係要諗清楚嘞。
「學獨聯」日前喺fb出文叫大家今
日去「光復」尖沙咀碼頭，就咁睇大
大話話都有近千個like，不過唔知最後
出嚟又有咩人，又有幾多個會俾警察
拉啦。親「熱狗」嘅fb專頁「廢除雙
重國籍行動」噚日凌晨就出post，同大
家重溫一次成日講到好撐「港獨」又
好兇狠嘅有啲咩人。

網民：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成幅圖其實都估到就係「熱狗」仇

家，包括立法會前議員黃毓民、「獨
派」分子「青症雙邪」嘅的士梁（梁
頌恆）同Cheap 禎（游蕙禎）、寸
「熱狗」前頭目狗達（黃洋達）要贖
樓嘅「香港民族黨」陳浩天等。

唔少網民即時識做，留言揶揄呢班
只係識得推人去犯法嘅人。「林方」
就提醒大家唔好中計︰「星期六呢
班×樣潛晒水，唔驚坐監呀！叫人
『光復』尖沙咀嗰個係推人去死，畀
（俾）『黑警』拉。」「道明」就講定話︰
「唔去就正契弟！」「Simon Lau」就
激將法咁話︰「邊個帶（戴）面具就係
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學獨聯」煽衝尖沙咀
「狗粉」恥笑：講就兇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一批市民自發組織
的「反『港獨』街坊關注組」一行30人，昨日冒雨前
往位於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示威，抗議該會邀請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下周二到FCC播「獨」
演講。
「關注組」表示，香港尊重言論自由，但希望所言所

論是以維持社會秩序為前提的，而FCC不應該提供宣
揚「港獨」的平台，因為「港獨」本身已經違反了基本
法，自然沒有可討論的空間。
「關注組」質疑，FCC聲稱沒有任何政治立場，但

是邀請陳浩天作為演講嘉賓，這本身就是一個立場。
「我們市民希望外國記者會能夠取消陳浩天8月14日的
演講安排和決定。」

團體門外抗議
促撤宣「獨」平台

香港文匯報今年3月時報道，指出右
翼反華分子、鼓吹「台獨」的日本

議員和田健一郎為競選立法會港島區補
選的區諾軒站台，並批評焚燒基本法、
涉嫌鼓吹「港獨」的區諾軒勾結外國勢
力。

曾助民陣庇「獨」干涉選舉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其後在答記者
問時表示，有關人等公然介入香港特區
選舉，粗暴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和中國內
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已就此向日本駐港總領館提出嚴正
交涉，並強調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
府、機構或者個人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
事務，這一底線不容觸碰。
事隔數月，和田健一郎前晚來港時被

拒入境。
他昨日凌晨在 facebook發文，稱自己

抵港後被10幾個入境處職員帶去問話，
其後被拒絕入境。
區諾軒昨日引述和田健一郎稱，入境

處職員未有提供日語解譯，就查問他關
於酒店及過往訪港行程的問題，其後在
沒說明原因下要求他簽署《拒予入境通
知書》。
他稱，在未及查明為何被拒入境及未

有簽署的情況下，和田健一郎即被安排
上機離港。
區諾軒昨日聲稱，特區政府在「毫無
理據」的情況下拒絕和田健一郎入境，
「窒礙」各地「公民社會」的「正常交
流」，質疑政府以「政治黑名單」拒絕
政治人物、「社運人士」入境，有損
「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原則，又要

求入境處解釋為何拒絕向和田健一郎提
供日文翻譯，及聯絡日本領事館是否違
反現行的規例等等。
一直與和田健一郎關係密切的「香港

眾志」發聲明稱，特區政府近年「經常
在不交代任何原因下拒絕各地的政治人
物訪港」，包括英國議員代表團、台灣
的「立法委員」等等，是「政治打
壓」，違反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也是「『一國兩制』被進一步侵蝕的鐵
證」云云，並要求「國際社會亦應持續
關注外國議員被禁止進入香港一事」。

盧瑞安：須警惕外力禍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支持入境處的做法，
並直言香港目前的混亂紛擾，是因為外
國勢力在搗亂，為「港獨」分子推波助
瀾，特區政府執法部門有責任做好把關
工作，堅決拒絕外國政客滲入香港政
圈，介入香港事務。
他批評區諾軒身為立法會議員，勾結

外國反華勢力，並暗地裡搞「港獨」，

甚至藉民陣遊行為「港獨」分子張目，
建議政府應警惕，加強打擊不法政客，
嚴防外國勢力的介入。

顏寶鈴：護底線逐反華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強調，香港

回歸祖國21年，落實基本法和「一國兩
制」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外國勢力就以
所謂「言論自由」為幌子，助長「港
獨」的散播，利用香港的年輕人破壞
「一國兩制」。
她表明，和田健一郎有為區諾軒站

台、干預香港選舉事務的前科，而「港
獨」更是國家的底線，不容觸碰，故支
持入境處拒絕該名右翼反華的外國議員
入境。

柯創盛：港府有權拒入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批評，每個

地方都有責任維護自身權益，特區政府
有權拒絕任何人入境，而外國勢力不斷
試圖干預香港事務，有關部門拒絕和田
健一郎入境的做法是合理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曾在今年3月高調來港，為當時參

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區諾軒站

台的日本右翼反華政客、支持

「台獨」的和田健一郎（「獨

郎」），前晚來港時被拒入境。

和田健一郎聲稱，特區政府「想

錯」他為「敵人」，區諾軒則聲

言特區政府「無理拒絕」政治人

物入境，涉及「政治打壓」云

云。多名政界人士指出，和田健

一郎有干預香港選舉事務的前

科，特區政府有責任做好把關工

作，堅決拒絕外國政客介入香港

事務，並批評區諾軒勾結反華人

物，早前更借民陣遊行為「港

獨」分子張目，特區政府應警惕

有關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解放
軍駐香港部隊前日（9日）出動5艘艦
艇、4架各型直升機和數十名陸軍特戰
隊員，在香港附近海域組織三軍聯合
反恐演練。
演練以「1艘液化氣船被恐怖分子挾
持」為背景展開。接到情況通報後，
駐香港部隊陸海空戰備分隊聞令而
動，直升機、艦船迅速升空出港，按
照預案對相關海域展開搜索；特種偵
察分隊在海峽要點建立偵察陣地，陸
上觀通站雷達迅疾開機，協同監視往
來船隻。

強調臨機協調 靈活調用軍種
這是駐香港部隊進駐香港以來組織
的規模最大的陸海空三軍聯合演練。

據駐香港部隊領導介紹，演練採取紅
藍對抗方式組織，全程臨機導調，讓
部隊在解難局、破險局中進一步加快
體系融合，提升聯合制勝能力。
在駐香港部隊開設的聯合指揮所

內，各類偵察信息不斷湧入，身着各
色迷彩服的指揮員運用指揮信息系統
進行綜合研判，不斷指揮陸海空分隊
調整偵察方向，成功鎖定「藍軍」的
機動路線。
駐港部隊作訓參謀韓立峰表示，聯

合指揮所不僅能充分融合各軍種的偵
察信息，讓戰場情況變得立體透明，
更能根據任務需求、軍種特點靈活調
用參演分隊，讓作戰力量的效能得到
最大限度發揮。
演練期間，陸海空各分隊採取自主

協同模式，成功處置「恐怖分子」突
圍、傷員後送等突發情況。最終，在
海空力量的聯合壓制警戒下，「恐怖
分子」全部被擒。

駐香港部隊是全軍唯一一支陸海空
三軍聯合編成的部隊。為適應新編制
體制要求，他們定期安排機關參謀赴
各軍種跟學跟訓，組織陸海空指揮員

集中修訂完善戰備預案，完成所屬裝
備全面「加改裝」，部隊聯合指揮人
才加速湧現、聯合指揮鏈路高效順
暢，體系作戰能力持續增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臣）香
港外國記者會（FCC）將於下周二搭
平台讓「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作播「獨」演講，各界人士繼續發聲
批評有關舉動。他們強調，香港不容
「港獨」，不可以所謂「言論自由」
作為分裂國家行為的擋箭牌，並譴責
FCC提供播「獨」平台是不正確、不
友善的行為。

劉漢銓：「獨」無關言論自由
全國政協原常委、香港律師會前
會長劉漢銓指出，現時社會上充斥
着錯誤言論，將「港獨」與「言論
自由」掛鈎，但「港獨」言論與言
論自由絕對扯不上關係，而世界上
所有國家的言論自由都是要依法
的，沒有一個國家及地區的法律會
容許出現鼓吹分裂國家的言論。社
會需要制約這些行為，絕不容許出
現無法無天的情況。
劉漢銓認同特區政府應禁止「民族
黨」運作，這是政府的責任，並批評
FCC邀請陳浩天演講，等同給予民族
黨平台播「獨」，「肯定是不正
確」，而其舉動是「非常不友善」
的。

楊勳：分裂祖國是死胡同
全國政協委員楊勳強調，香港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任何人妄圖
將香港從祖國分裂出去，「是絕對不

會有前途的。」
他又提到，當初若無祖國作香港強

大的後盾，香港不會有今日的輝煌成
就，並反問「港獨」分子，若香港無
祖國支持的話，將會變成怎樣？
楊勳認為，「港獨」思想只是一小

撮人的想法，批評「港獨」分子「自
把自為」，影響社會，強調這並非絕
大部分香港人的想法。

謝偉銓：應公開FCC租約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謝偉銓

表示，任何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割或
獨立出去的主張，都是違法及違憲
的。陳浩天公然鼓吹、推動並煽動他
人支持「港獨」，當然也是違法及超
出言論自由的底線，「保安局現正考
慮根據《社團條例》，以國家安全理
由禁止『民族黨』繼續運作，本人是
絕對支持。」
他續說，在這個背景下，任何機

構、包括與外國有關的組織，邀請陳
浩天公開演講宣揚其「港獨」主張，
都是不恰當，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及特區政府對此表示關切及反對，也
是應有之義及負責任的表現。
針對外界質疑FCC租用現有會址的
安排，包括租金是否合理、為何毋須
公開招標、會否對其他人造成不公
等，謝偉銓認為該會及特區政府有關
部門都應該交代，例如公開有關租約
等，以釋公眾疑慮。

政界批FCC助播「獨」不正確不友善

■「學獨聯」捐窿捐罅借「光復」為名
播「獨」，被人製圖揶揄。 fb截圖

■「反『港獨』街坊關注組」於FCC門外示威。

▲和田與「獨軒」過從甚密，仲試過幫其
「站台」。

◀和田健一郎在fb透露被拒入境。fb截圖

■■三軍聯合三軍聯合
巡邏警戒巡邏警戒。。
中國國防部中國國防部
網站圖片網站圖片

■特戰偵察分隊開赴任務區域。 中國國防部網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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