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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國徽辱國家 各界促嚴懲
暴徒於中聯辦大樓外牆噴「支那」字眼 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強烈譴責
港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發表聲明，強
烈譴責暴亂分子肆意塗污莊嚴國徽的卑劣行
徑，指出這不但是違法瘋狂的行徑，更加是侮
辱國家，公然冒犯十三億中國同胞的犯罪行
為。同時要警方馬上採取果斷、快速及必要的
行動制止暴力，嚴肅執法，並立即追究刑事責
任到底，早日將違法的暴徒繩之以法。

友好協籲政府依法採取斷然舉措
香港友好協進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暴徒
行為，强烈呼籲特區政府依法採取斷然舉
措，嚴懲暴徒，決不姑息，以維護社會法
治、香港安定和國家尊嚴。

港區省級政協聯：肆意玩火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發表聲明，對暴
徒肆意玩火，侵犯國家尊嚴、破壞「一國兩
制」，破壞香港社會和平安寧及法治，損害
香港市民基本及長遠利益之行為，予以強烈
譴責，並要求警方採取斷然舉措，嚴懲暴
徒，決不姑息。

民建聯：警須果斷行動制止
民建聯發表聲明，對激進暴力民族分離分

子瘋狂侮辱國家民族行為予以強烈譴責，並
要求警方馬上採取必要、必須及果斷行動予
以制止，並嚴肅追究有關刑事責任，將這些
違法分子繩之以法。

工聯會：嚴正執法 追究到底
工聯會發表聲明，對「港獨」分子、蒙面暴
徒圍攻中聯辦、公開鼓吹「港獨」、塗污國徽、
損害國家形象的罪惡行徑，予以最強烈的譴責。
工聯會並要求特區政府嚴正執法，追究到底，
以維護國家的尊嚴和香港的安寧。

新民黨：帶「獨」色彩 社會不容
新民黨發表聲明，嚴厲譴責暴徒踐踏「一

國兩制」的行為，強調相關行為踐踏國家尊
嚴、違反國家憲法及基本法，無視「一國兩
制」，而且帶有「港獨」色彩，為社會不容。

經民聯：瘋狂挑戰國家主權

經民聯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暴徒挑戰國家
主權行為，指暴力行為不僅破壞法治，更是
肆意侮辱國家尊嚴，瘋狂挑戰國家主權，衝
擊「一國兩制」底線，將對香港社會帶來嚴
重後果。

九龍社聯：制止違法行為
九龍社團聯會發表聲明嚴正譴責暴徒衝擊中

央駐港機構、塗污國徽、公然挑戰國家主權，
要求警方嚴正執法，制止違法行為引致的社會
震盪，政府依法追究參與暴亂的暴徒罪行。

新社聯要求迅速平息暴亂
新社聯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嚴重破壞「一

國兩制」的暴行，強烈要求警方和特區政
府嚴厲執法，迅速平息暴亂，將暴徒捉拿歸
案。並促請香港特區的司法部門，依法嚴懲
暴徒，絕不能姑息。

港僑聯：嚴懲暴徒 不能姑息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發表聲明，對惡意破壞香

港法治，破壞「一國兩制」、損辱國家尊嚴的
犯罪行為，感到十分憤慨。促請特區政府和警

方嚴正執法制止違法行為，嚴懲違法之暴徒，
絕對不能姑息，讓香港盡快恢復正常秩序。

陳曼琪：破壞憲制秩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

陳曼琪指出，暴徒已嚴重破壞香港的法治，
破壞憲制秩序，更衝擊「一國兩制」。根據
《國旗及國徽條例》，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
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
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五級罰款5萬元及監禁3年。

陳曉峰促速拉人護國家尊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

聯合會會長陳曉峰亦強烈譴責塗污國徽行為。
他指出，國徽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衝擊中央
駐港機構，污損玷污國徽，嚴重違反香港法
律，挑戰中央權威，必須嚴格依法追究，促請
警方盡快拘捕暴徒，維護國家尊嚴。

黃國恩：無法無天 不能容忍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

表示，暴徒竟然公然塗污國徽，已完全超越

所謂示威及言論自由，是對中央主權的嚴重
挑戰，簡直無法無天，絕對不能容忍，對於
這種侮辱國家，挑戰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的
行徑，必須依法追究到底。

梁美芬：暴徒將港打爛便逃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暴徒侮辱

國徽的行為，實在是「是可忍，孰不可
忍」，更不排除外國勢力早有安排，暴徒將
香港打爛之後，便逃之夭夭，最後由全香港
人「埋單」。她呼籲大家一起譴責此等惡霸
行為，支持香港警隊嚴格執法，把他們繩之
以法。

柯創盛：居心叵測 令人憤怒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示，暴徒衝擊

中央駐港機構的行徑顯然是在挑釁中央，損
害「一國兩制」，衝擊「一國兩制」的底
線，觸犯國徽法，甚至意圖引發暴力衝擊事
件，居心叵測，行徑令人憤怒，對暴徒刻意
羞辱國家的行為予以強烈譴責，特區政府有
必要增加警力，打擊一些暴力和違法行為，
維護社會秩序及國家尊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一批暴徒在民陣反對修訂《逃犯

條例》遊行後，不理警方勸告，

衝擊中央駐港機構中聯辦大樓，

並向中聯辦大樓及國徽擲雞蛋、

塗鴉、潑漆，以及在中聯辦大樓

外牆噴上辱華的「支那」等字

眼，亦有暴徒以噴漆噴污中聯辦

外閉路電視鏡頭等。多個政黨、

社團、政界人士對此予以強烈譴

責，斥責暴徒侮辱國家尊嚴，嚴

重破壞「一國兩制」，更已違反

了《國旗及國徽條例》第七條是

保護國旗、國徽的條例。由於事

態嚴重，他們呼籲執法部門須盡

快將違規者緝捕歸案。

■■暴徒在中聯辦大樓外牆噴上暴徒在中聯辦大樓外牆噴上
辱華的辱華的「「支那支那」」等字眼等字眼。。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暴徒以噴漆噴污中聯辦外閉路電視鏡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子京）民
陣昨日再發動所謂「反修例」遊行，並一如
既往未有控制場面，在到達遊行終點後向示
威者說「可以自由活動」，最終又變成示威
者衝擊警方防線、霸佔行車路、衝擊中聯辦
等。多名政界及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均認為，民陣作為遊行示威的發
起方，沒有遵守應承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時所要求的條件，包括遵守遊行路線、控制
場面等，鑒於這種情況，警方不應再姑息，
不要再向民陣批出不反對通知書，免生事
端。

民陣遊行隊頭昨日到達終點灣仔盧押道
後，大會以大聲公聲言，政府與市民「對
立」，大家都不知政府有何「陰謀」，續說
這是遊行終點，但同時「提醒」一眾黑衣
人，香港現時「未曾戒嚴」，大家可以在街
頭「自由活動」。大會又再「提醒」說︰
「這是警察『要求』我們的終點……大家可
以解散，大家『自由活動』。」最終又變成
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霸佔行車路、甚至衝
擊中聯辦等。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

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民陣發起的「和平示

威」，一再演變成暴力事件，今次圍堵中聯
辦的行動，更是在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及
基本法，意圖觸碰中央底線。她促請特區政
府有關部門能夠加強執法，不能再放縱暴
徒，並要將他們統統繩之以法，以維護作為
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批評，民陣每次都縱容示威者的破壞行
為，等於姑息養奸，形同合謀。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

席簡松年形容「民陣排頭，暴徒在後」已成
為既定佈置，背後是外國勢力在操作，而且

示威者的行動從原先針對政府機構，至今次
升級至圍堵中聯辦，相信是次行動目的是想
藉由挑戰中央權威，衝擊底線，從而引發流
血事件，最終癱瘓香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民陣聲稱

「和平遊行」，實際上卻處處掩護暴徒，讓
暴力衝擊一再上演。既然民陣已多次採取這
種「唔認數」的卑劣手段，日後警方審批民
陣的申請時，應就遊行完結後，慣性發生暴
力衝擊事件等因素，作出審慎考慮，避免民
陣再有機會「滋生事端」。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出，如外界所

料，示威者並無按照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的要求在灣仔解散，反而四散破壞，尤其是
刻意針對立法會及中聯辦等標誌性機構。他
又批評，民陣往往以市民的安全作為與政府
對峙的棋子，民陣需要為這些破壞行為負起
大部分的責任。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全國港澳研

究會會員傅健慈指出，示威者在民陣的暗示和
煽動下，不按原訂的遊行路線，在港島區走來
走去，並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地在中環、
西環等一帶搗亂，甚至衝擊中聯辦，行為目無
法紀，而現場所見更有外國人向暴徒指揮教
路，完全是借遊行示威之便，進行非法集結、
管有攻擊性武器、包圍警總、堵塞道路等極端
違法活動。他呼籲年輕人不要被人利用作「炮
灰」，損毀自己和香港的前途。

政界：民陣掩護暴徒 警方不應姑息

昨天，一批暴徒在民陣組織的不負責任遊
行後，不理警方勸告，圍堵衝擊中聯辦大
樓，更污損國徽、在中聯辦大樓的外牆噴上
辱華字句。港澳辦、中聯辦、特區政府及社
會各界紛紛予以嚴厲譴責。衝擊中聯辦、污
損國徽，噴塗侮辱國家民族的字句，這些惡
行完全超出和平示威的範疇，違反基本法和
香港法律，嚴重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
嚴重挑戰中央權威，包括廣大香港市民在內
的13億中國人民同樣震怒憤慨。特區政府和
警方必須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平息暴力衝
擊，將暴徒繩之以法。一再顛倒是非、慫恿
暴力衝擊的「縱暴派」，對目前的亂局負有
不可推卸的責任，一定會受民意的懲罰和歷
史的唾棄。

眾所周知，中聯辦是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之
一，負有憲制職能；國徽是國家的象徵，是
國家主權的象徵，代表國家的尊嚴、統一及
領土完整，玷污國徽的行為已經違反《國旗
及國徽條例》，明目張膽挑戰法治；同時，
暴徒衝擊中聯辦、侮辱國徽，是對國家主
權、中央權威的赤裸裸挑戰，絕對不能容
忍。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7 年 7 月 1 日在新一

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講話時指
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

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
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絕不允許。」暴徒
侮辱國徽、衝擊中聯辦的行為，實在是可
忍、孰不可忍。

暴徒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行徑，激起
全城公憤。社會各界均對有關行為作出最強
烈譴責，抨擊暴徒的行為違憲違法，已經把
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中央，根本不是普通的
暴力行為那麼簡單，而是破壞憲制秩序，衝
擊「一國兩制」，動搖香港繁榮穩定的「定
海神針」，損害香港的根本及長遠利益，也
損害國家民族尊嚴，冒犯包括 700 萬港人在
內的全國同胞。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
官梁振英在社交網站帖文，嚴厲譴責塗污中
聯辦國徽的暴徒，強調這些暴徒必將受到法
律的嚴懲、歷史的唾棄。

上周六，近 32 萬跨年齡、跨階層、跨界
別的市民聚集添馬公園，參加「守護香
港」集會，光明磊落表達反對暴力、維護
法治、一起守護香港這個 700 萬人共同家園
的强烈心聲。暴徒衝擊中聯辦、侮辱國徽
的行徑，明顯與「反暴力、護法治、守護
香港」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馳，其圖謀就是
要破壞「一國兩制」，挑戰中央及特區管

治權威，進一步把香港推落難以收拾的混
亂之中。

目前的暴力活動情況已經相當嚴峻，所有
真心愛香港、希望香港好的人士都不願看到
情況繼續惡化、失控。在此關鍵時刻，特區
政府必須表現出遏制暴力的堅強決心與意
志，牢牢依靠「反暴力、護法治、守護香
港」的強大主流民意，指出衝擊中聯辦、侮
辱國徽等挑戰「一國兩制」底線暴行的危
害，警告其必然導致的嚴重後果，凝聚捍衛
「一國兩制」的更強大民意。警隊更應保持
堅定信心，無畏無懼，採取必要而適當的武
力及時制止暴力惡行，捍衛法治，恢復安
穩；特別要與律政司一起加強檢控，嚴正追
究暴徒的刑事責任，確保「一國兩制」不受
衝擊、不被動搖。

此次反修例的暴力衝擊變本加厲、愈演愈
烈，暴徒無法無天，肆意衝擊警方防線，瘋
狂襲擊警察，更發展到衝擊中聯辦、侮辱國
徽，已經演變為「縱暴派」的反對派的包庇
縱容難辭其咎。面對愈演愈烈的各種暴力衝
突，「縱暴派」從未對暴徒的惡行作出隻語
片言的譴責，相反胡言指衝擊中聯辦的事件
是中央在港政策完全失敗，中聯辦要負很大
責任。「縱暴派」不斷鼓吹「違法達義」的

歪理，煽惑年輕人走上違法暴力的邪路，壹
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撰文聲稱，對於示威人士
將做到「不指責、不割席、不篤灰」，「兄
弟爬山，我們不指責」。有反對派政客在警
方受到暴徒攻擊時，還無理要求警方「保持
克制、讓示威者撤退」，這根本是顛倒黑
白，不僅阻礙警方執法，更為暴徒攻擊警
方、衝擊法治和社會秩序爭取時間、製造機
會。民陣作為連串遊行的最主要搞手，每次
所謂和平示威，最後都演變成暴力衝突，令
法治安穩的美好香港淪為「戰場」，民陣背
後挑動策劃，為暴力惡行撐腰，正是目前香
港之亂的重要禍源。

「縱暴派」合理化、美化一切反政府、反
法治、反秩序、反社會的暴力惡行，衝擊香
港尊重法治理性的核心價值，癱瘓特區政府
的管治，如今發展到把暴力衝擊直指中聯
辦，衝擊中央權威，徹底暴露出他們反中亂
港的司馬昭之心。「縱暴派」企圖將香港拖
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中央、特區政府、廣大
香港市民、全國人民都不會答應，更不會允
許，「縱暴派」的圖謀必定徒勞，一定會被
主流民意所唾棄，更在國家、民族的歷史上
留下千古罵名。

暴徒觸碰「一國兩制」底線 侮辱國家挑戰法治必須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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