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保守黨年會干港務 駐英使館批為反中張目

反對派遊行淪小麗造勢大會
長毛拉票「獨人」撐場 擺明沆瀣一氣「自決」即「暗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鄭治祖）立法會九龍西補選今日開始接受參選者提名。在提名期前夕，民陣

發起遊行，但遊行就由「積極考慮參選」、鼓吹「自決」的劉小麗及工黨帶頭，一批「港獨」分子更到場支

持，聲稱要展示他們「香港獨立」及「民族自強」的訴求。在集會期間，梁國雄（長毛）更公然要求參與昨

日遊行者在補選時投票支持劉小麗。多名政界人士質疑，是次遊行完全是為劉小麗參加補選造勢，更直指對

方得到「獨派」的支持，證明雙方是「同路人」，市民必須認清其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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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英
國保守黨日前在伯明翰舉行的周年黨
大會上，保守黨人權委員會舉行了所
謂「香港的自由、法治及自治遭侵
蝕」的研討會。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
人在答記者問時批評，保守黨人權委
員會利用該黨年會舉辦邊會為反華分
裂勢力張目，中方表示嚴重關切和強
烈不滿。「我們堅決反對任何人任何
組織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任何
鼓吹『香港獨立』的圖謀和行為都是
徒勞的。」
英國國會議員兼保守黨人權委員會主

席布魯斯（Fiona Bruce），在保守黨周
年黨大會上舉行所謂「香港的自由、法
治及自治遭侵蝕」的研討會，英國保守
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香港監察」主
席羅哲斯（Benedict Rogers），和民主
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佔中三丑」之一
戴耀廷，以及「香港眾志」前主席羅冠
聰等出席。

內地記者表態質疑遭阻撓
據報，在研討會接近尾聲、羅哲斯總

結發言時，一名持記者證的中國女子高
聲質疑舉辦是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反

中，試圖分裂中國，更批評出席研討會
的李柱銘、戴耀廷及羅冠聰等是漢奸。
大會要求該名女子離開，女子拒絕。大
會一名職員上前着該女子離開，糾纏間
該職員報稱被摑了兩巴，警察其後到場
將該名女子拘捕。該女子其後證實為央
視記者孔琳琳。
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昨日就此事答

記者問時指出，香港回歸祖國21年
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巨大成功，
香港發展成就舉世公認。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保守黨人權

委員會利用該黨年會舉辦邊會為反華
分裂勢力張目，中方表示嚴重關切和
強烈不滿。「我們堅決反對任何人任
何組織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任
何鼓吹『香港獨立』的圖謀和行為都
是徒勞的。」
發言人續說，英國一貫標榜言論自

由，但當中國記者在邊會上提問表達觀
點時，卻遭到百般阻撓，甚至人身侵
犯，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們要求
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停止插手香港事務，要求會議組織者向
中國記者道歉。」

央視發言人：切實保障記者權益
另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中國中

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發言人昨晚表
示，中央電視台歐洲中心站記者孔琳
琳已經獲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向孔
琳琳致以慰問。
央視發言人指出，任何鼓吹分裂中
國的圖謀和行為都是逆歷史潮流和徒
勞的。「我們同時要求英國方面切實
採取措施，保障我記者權益，確保不
再發生此類荒唐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港獨」
組織「學生獨立聯盟」趁着昨日國慶舉行
集會，聲稱要用旗幟證明他們「無懼打
壓」，並要求「香港獨立」。民間團體
「愛護香港力量」到場抗議，痛斥「學獨
聯」的行為「影衰香港人」，又質疑「學
獨聯」並未有為是次集會申請不反對通知
書，呼籲在場警方立即拘捕相關人等。
20多名「學生獨立聯盟」與「香港民族

陣綫」示威者昨日兩時半在灣仔修頓球場
集合，預備加入民陣的遊行隊伍。其間，
多人舉起「香港獨立」旗及「龍獅旗」。
「愛護香港力量」20多名成員到場抗

議，高呼「這裡就是中國」口號，而「學
獨聯」成員則侮辱「愛港力」成員「支那
人滾回大陸」，雙方其後演變成大聲公罵
戰。警方其後分隔兩批人，未發生不愉快
事件。

指宣「獨」違法促警拉人
「愛港力」成員批評「學獨聯」的行為

「影衰香港人」，又質疑對方收「黑金」
撐「港獨」。有成員更質疑「學獨聯」並
未有為是次集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且
「學獨聯」宣揚「港獨」亦違反《社團條
例》，呼籲警方立即拘捕相關人等。
「學獨聯」召集人陳家駒其後聲稱，是

次行動是要展示他們要求「香港獨立」及
「民族自強」的訴求，又稱警方可以有無

數拘捕他們的理由，但仍會堅持「港獨」
的理念。

梁頌恆「抽水」撐場博曝光
「香港民族陣綫」發言人梁頌恆亦有到

場，稱支持「港獨」分子的行動，並希望通
過遊行展示其「港獨」理念。他聲言，反對
派應有心理準備打壓會愈來愈強，相信未來
抗爭路線將會是「地下化」，又稱「地下
化」對日後組織發展「有利無弊」。
該批「港獨」分子遊行至軒尼斯道警總

對外天橋底後，「學獨聯」及「民族陣
綫」離隊。
民陣發言人岑子杰稱，歡迎所有「支持

民陣遊行主題」的團體加入遊行，又稱沒
有任何「港獨」團體聯絡過民陣會參與遊
行，又聲言民陣立場不支持「港獨」，但
反對特區政府取締「香港民族黨」。

民陣遊行以「公民廣
場」為終點站並舉行集
會，有手持宣揚「港

獨」標語的示威者被保安人員拒絕進入。
「香港眾志」及社民連夥同其他遊行者衝擊
警方防線，令3名保安人員受傷倒地，其中
兩名保安昏迷，須由救護車送院急救。特區
政府發言人其後發表聲明，特區政府有憲制
上的責任維護和執行基本法，故絕不容許任
何鼓吹「港獨」的活動在政府總部東翼前地
進行。政府對有個別參予人等不理會在場保
安人員的勸籲，導致3名保安員受傷送院表
示遺憾。
民陣遊行隊伍龍尾到達添馬艦政府總部

時，政總行政署保安以政府東翼前地不可以
舉行任何「港獨」集會為由，拒絕持有如
「香港獨立」、「香港唔獨，實變大陸」等
宣揚「港獨」標語的遊行者進入東翼前地，
緊隨在後的「香港眾志」亦未能進入。
大批警員隨即配合上前支援，不准有關

人等進入東翼前地。遊行者得悉後在東翼
前地門口聚集，高呼「香港人有言論自
由」等口號，並高叫「開路」。
警方重複行政處指示，要求遊行者放下

示威物品才可進入，相關人等拒絕後即與
警方發生激烈推撞。「香港眾志」及社民
連夥同其他遊行者突破警方防線，強行進
入東翼前地，並阻止警方取走「港獨」標

語，而有關標語亦在混亂中被帶入。

兩保安昏迷送院急救
其間，一名手持「港獨」旗幟的人被數名

保安要求離開廣場，雙方爆發衝突，一度與
警員和保安發生激烈推撞，3名保安倒地，
其中兩人昏迷，均需由救護車送院急救。
民陣召集人岑子杰聲稱，他們在向行政署

申請在「公民廣場」集會前，行政署並未說
明特定示威物品不能帶入場地，指任何政治
立場、任何聲音都應受到「尊重」，又聲言
未來將難以申請在「公民廣場」集會，並擔
心「紅線」將「越劃越多」。

政府重申護法決心拒「港獨」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在回應聲明中指

出，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及《香港人權
法案》第十六及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言
論、示威和集會的自由。「但這些權利和
自由並不是絕對的，而是可以受到法律的
限制，以維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和保
障他人權利和自由。」
發言人引述，基本法第一條已清楚指出，

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基本法第十二條清楚說明，香港特區是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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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的序言亦
明確指出，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
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
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
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區。
發言人強調，基本法清晰地說明了香港從

來都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特區政府已
多次強調，「港獨」不符合「一國兩制」、
基本法以及香港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任
何鼓吹「港獨」的言行，均不符合香港的憲
制秩序。特區政府有憲制上的責任維護和執
行基本法，故絕不容許任何鼓吹「港獨」的
活動在政府總部東翼前地進行。
對於有個別人等昨日不理會在場保安人員

的勸籲，並導致3名保安員受傷送院，政府
表示遺憾，並希望3名保安員早日康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昨日反對
派遊行中，包括「學生獨立聯盟」等「港
獨」組織加入其中，並高呼「港獨」口
號。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回應指，涉事團
體雖然以「學生組織」的名義，「但當中
究竟有多少人是學生，我想還是留待大家
判斷」，暗指由年近30歲、投身社會多年
的陳家駒成立的「學獨聯」扮學生。他又
重申反對任何「港獨」宣傳於學校出現，
期望校長及老師一起阻止「港獨」滲校。
率領教育界國慶訪京團昨日返港的楊潤

雄表示，知悉昨日的遊行中有團體約20人
提及「港獨」，他特別強調該團體雖以
「學生組織」為名，但組成存疑，當中究
竟有多少人是學生留待大家判斷。
他強調，特區政府一向立場是「港獨」

不符基本法，並反對任何宣傳或推廣「港
獨」活動於學校內出現，希望校長及老師
能一起阻止；而針對若有學生對這些社會
議題有疑惑不清楚，老師可以協助解釋，
有關討論結果只有一個，就是「港獨」在
香港是不合法亦不可行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九
龍西補選提名期於今日展開，此前表示積
極考慮參選的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陳
凱欣，向傳媒發出了採訪通知，表示她對
九西補選有「最新決定」，今日會舉行分
享會交代。
陳凱欣在採訪通知中表示，自己經過深思

熟慮，「對於2018年立法會九龍西地方選區
補選，阿欣作了最新決定」。為了讓市民更
加認識她的理念和想法，她今日會舉行一場
分享會，屆時會親身分享，並會有其良師益
友到場打氣，及分享與她的點滴故事。
已加入工黨的劉小麗，及已退出民協的

馮檢基，則表明會在今日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個反對
派組織以所謂「自決」為名，掩飾「港
獨」之實，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表
示，「自決」這類字眼隱含了「港獨」的
意思，任何團體都不應該使用，又相信保
安局局長會小心和謹慎考慮是否有其他團
體違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而需要被取締。
譚耀宗（譚Sir）昨日在出席國慶酒會

後，被問及政府應否取締鼓吹「自決」的團

體時表示，「自決」這類字眼隱含了「港
獨」的意思，「最好呢啲字眼嚟講，唔應該
再去運用或者強調。我覺得呢啲只會引起有
啲人擔心，係咪搞緊啲危害國家安全嘅嘢，
或者有啲『港獨』嘅含義、意味喺度。」
他相信保安局局長會小心和謹慎考慮是否

有其他團體違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而需要被
取締。被問到有人倘在網上分享「民族黨」
的社交網站是否等同支援有關組織時，他則

認為如有擔心，最好不要做，或可尋求法律
意見，及向政府有關部門了解。

盼政府任內立法二十三條
在談到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

時，譚耀宗認為，二十三條立法有一定複
雜性，希望特區政府盡早作好有關的準備
工作，承擔憲制責任。雖然立法工作艱巨
和複雜，但特區政府只要多加解釋和準
備，就可水到渠成，並期望相關工作在今
屆特區政府任期內完成。

民陣昨日發起主題為「拒絕危城」的
遊行集會，公民黨、民主黨、工

黨、民協、社民連、「小麗民主教室」、
「香港眾志」、「人民力量」及「旺角鳩
嗚團」等反對派團體。多個「港獨」組織
亦到場參與（見另稿）。
民陣發言人岑子杰在起步前聲言，港鐵
沙中線工程醜聞，反映制度出現問題，而
制度崩壞令香港變成危城，政府卻不斷放
寬沉降標準，毫不關心市民安全，並要求
立法會運用特權法徹查港鐵沙中線工程問
題以及相關官員問責下台。
示威者在下午3時由銅鑼灣東角道出
發，約有200名至300名市民參與。是次
遊行雖由民陣主辦，且主題為沙中線工程
問題，但是次遊行起步時卻由工黨及今日
會報名參與九龍西補選的劉小麗牽頭，中
途才轉為由民陣帶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親身所見，劉小麗僅在
遊行一開始時出現，沿途已再不見人影，
直到遊行隊伍到達政府總部時才發現劉小
麗早已直接到達政總，並在帳篷下休息，
待人齊後才出席集會。
在集會期間，梁國雄與劉小麗一同上台
發言。梁國雄在台上表明支持劉小麗參與
補選，更呼籲遊行者「行多一步」，在立

法會九龍西補選時為劉小麗投票，「大家
11月識唔識做？總之有人就出人，冇人就
出錢！」但他隨後聲稱此舉並非為劉小麗
拉票云云。

陳勇批不尊重法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劉小麗已
經宣佈參選，但就經常遊走於灰色地帶，
挑戰選舉法例的規定，是不尊重法治的表
現。
他並批評，劉小麗一直鼓吹所謂「自

決」，是次為求入閘參加補選，刻意與
「獨」保持距離，但又不想失去「獨
票」，遂與對方眉來眼去，相信她很快就
會露出狐狸尾巴。

梁志祥料陰招陸續有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劉小麗
鼓吹的「自決」就是「暗獨」，但她為了
不想被DQ，遂與工黨「盲婚」以掩飾其
「獨」，而工黨亦利用劉小麗在九龍西
「插旗」，雙方玩盡心計。他估計反對派
在選舉期間，將會使出更多陰招，選民應
當認清這些人的真面目。

郭偉強：假借民生煽動情緒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分析，倘
「論資排輩」，劉小麗根本無資格在反
對派的大型示威活動中「帶頭」，但是
次遊行由她帶頭，明顯是反對派為劉小
麗造勢助選的手段，所謂「關注民生」
只是用以挑起市民情緒的口號，這是反
對派的慣伎，相信市民對此早已看得一
清二楚。

顏汶羽：「獨」出面籲警惕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指出，是次民
陣遊行由劉小麗及工黨領頭，明顯是為
了九龍西補選造勢。
過去，劉小麗一直維護及支援分裂國家

的「港獨」活動，只是為了參選才會在近
期 「 劃 清 界
線」，但是次
遊行期間，多
個「港獨」組
織傾巢而出為
她「撐場」，
證明她一直與
眾「港獨」分
子 是 「 同 路
人」，市民必
須警惕。

「自決」藏「獨」意 譚Sir促摒棄
楊潤雄冀師長阻「獨」滲校

「獨」品被拒政總外 糾眾衝擊傷保安

陳凱欣今表態九西補選

「愛港力」斥「學獨聯」影衰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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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昨發起遊行，真正目的是為劉小麗九西補選造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梁國雄為劉小麗抬
轎。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西 攝

■「愛港力」到場抗議，並高舉「這裡就
是中國」標語。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西 攝

■3名保安被示威者衝擊，其中兩人需送
院治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西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