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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維護特首和中聯辦尊嚴
早前「民陣」主辦的「七一遊行」再次爆發激烈衝

突，「人民力量」、社民連等激進示威者遊行至中聯辦

門外喧嘩叫囂，聚眾搗亂，令周遭交通陷於癱瘓，並衝

擊現場警員防線。近日，當新任特首以及各司局長落區

聽取民意了解民情之時，又遭到激進示威者的狙擊，示

威者更不時將水樽等雜物以至摺凳擲向特首，差點擊中

特首頭部。種種跡象表明，現時本港極少數人的示威抗

爭有暴力化趨勢，不但妨礙中聯辦的正常運作，威脅特

首及問責官員的人身安全，而且連依法維持秩序的警員

也成為示威者挑釁、攻擊的對象。「暴民政治」正在侵

蝕本港的和諧穩定，社會必須共同抵制這股歪風，支持

警方執法，維護社會安寧。

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代表機構，履行中央

賦予的各項職責，當中包括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

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

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

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承辦中央政府交辦的其他事

項等等，責任重大。然而，近年反對派及部分激進示威

者卻將矛頭指向中聯辦，行徑更愈趨暴力激烈。在「七

一遊行」當晚，示威者在中聯辦門外大聲叫囂，肆意將

溪錢撒入中聯辦之內，當眾焚燒《基本法》及《中英聯

合聲明》，不但嚴重影響中聯辦的正常運作，威脅中聯

辦員工和其他進出人士的人身安全，而且是公然挑戰

《基本法》，挑戰中聯辦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有辱國家尊

嚴。因此，警方重視中聯辦的保安工作乃應有之義及必

要之舉。

特首依法在香港選舉產生並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代

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在香港特區具有重要的憲制地位，

絕不容許受到襲擊恐嚇。反對派及激進示威者在大庭廣

眾下襲擊特首，不僅違背了法治精神，更是對特首憲制

地位的挑戰，對本港法治社會的挑戰。試問，如果警方

不能保障中聯辦的正常運作，任由示威者屢屢衝擊，香

港還可以稱為法治社會嗎？如果特首及問責官員的人身

安全都不能得到保護，一般市民的安全還如何得到保

障？特首及問責官員與市民接觸交流的自由也受到干

擾，市民的表達自由還如何得到保障？「暴民政治」已

成為本港政治的毒瘤，是本港社會劣質性的癌細胞，必

須及早切除。

「暴民政治」侵蝕本港法治
事實上，在外國，一些代表國家的機構都受到嚴格的

保護。韓國《關於集會及示威之法律》第七條規定，任

何人均不得在國會、總統官邸、法院、大使館、市政

廳、火車站等廳舍或宅邸周圍200公尺以內之場所進行

室外集會或示威。美國禁止在白宮門前舉起橫額進行反

美示威，否則立即逮捕。而對於政要的人身保護更是做

到一絲不苟，滴水不漏。例如美國總統在國內行動，所

到之處都會劃為「禁越區」，不管是示威者或學生都難

越雷池半步。比較而言，本港警方執法已經相當寬鬆，

如果繼續後退，結果只會破壞香港正常的社會秩序，衝

擊香港的法治基石，因此，警方必須站穩底線，不要令

部分示威者有恃無恐。

要抵制「暴民政治」歪風蔓延，捍衛本港法治社會的

尊嚴，社會各界應同聲譴責，警方更要果斷執法，維持

社會秩序。本港警隊的水

準一直享譽國際，在市民

的眼裡是懲惡揚善的象

徵，警隊也是本港法治社

會的重要基石。一直以

來，警方在處理各種示威

衝突時，都做到有理有節，克制守法。然而，示威者卻

對執法警員百般刁難，不斷對當值警員作出各種挑釁的

言行，暴力衝擊警方的防線。示威者將矛頭指向警方，

目的是為了打擊警權，令警方不能再果斷執法。如果對

於一小撮示威者挑戰警方的行為聽之任之，警權愈退愈

後，本港的社會秩序將得不到保障，激進示威者將會更

為有恃無恐，屆時癱瘓交通要道、搗亂私人地方、糾眾

叫囂辱罵他人的行徑將成家常便飯，本港恐將成為「九

反之地」，全港市民都會身受其害。

警方須守住底線 維護法律尊嚴
任何法治社會對於遊行示威都會有一定限制，不能威

脅政要的安全、破壞政府機構的安寧、擾亂社會秩序。

香港是擁有言論、集會、示威、遊行權利的多元社會，

「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公認的示威遊行原則。但是，

一些人在享受到遊行自由的同時，也應該有所約束，自

覺遵守法律，更不能因遊行而影響其他機構的正常運

作，威脅機構員工的人身安全，更遑論是故意襲擊他

人，這都是本港法律所不容許的。社會各界應支持警方

果斷執法，將違法人士繩之以法，以維護法律的尊嚴。

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代表機構，履行中央賦予的各項職責，責任重大，地位莊

嚴，絕對不容示威者肆意衝擊搗亂。特首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重要的憲制地位，其人身

安全必須受到嚴密的保障。示威者衝擊中聯辦，在大庭廣眾下襲擊特首的行為，不僅違背了法

治精神，更是對特首憲制地位的挑戰，是對中央政府權威的挑戰，警方果斷執法是應有之義。

試問，如果警方不能保障中聯辦的正常運作，香港還可以稱為法治社會嗎？如果特首及問責官

員的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保護，一般市民的安全如何得到保障？社會各界應支持警方果斷執

法，將違法人士繩之以法，以維護法律的尊嚴。

支持警方執法保護特首及中聯辦安全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政府「民為先」
「人力」布照拉

副局遴選下周最後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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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特首梁振英決定重新編

配提交立法會大會以至財務委員會審議的議案次序，將

所有民生議案置於政府架構重組議案之前，希望所有改

善民生的措施及相關撥款申請不會因立法會反對派議員

拉布而進一步受到阻延。不過，反對派議員懶理市民福

祉，在昨日立法會復會後繼續拉布，及不斷要求點算出席議

員人數圖導致流會。各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為了一己之

私，無視市民福祉肆意拉布，令議會無法詳細審議關乎民生

的條例草案，直接影響審議的質素，最終受害的還是香港的

廣大市民。

民主黨「食字」
宣傳爆出「冒名醜
聞」？最近，民主
黨 在 街 頭 廣 貼
「樹．仁同心拍住
上」的海報及橫
額，力銷其黨主席

何俊仁，及該黨有意出
選新界西的中常委陳樹
英，但「樹．仁」兩
字，就令人誤會他們得
到簡稱為「樹仁」的樹
仁大學的支持。樹仁大
學學生會就此發出聲
明，澄清樹仁大學或樹仁大學學生團體並無與民主黨合作
或有任何關係，並要求民主黨以其他名詞組合或語句取替
「樹仁」一詞，以免產生歧義或任何形式的誤會，並強烈
要求民主黨澄清及修改有關的宣傳語句。

「樹仁」海報惹誤會
最近，何俊仁與陳樹英所張貼的宣傳品，標榜了「樹．

仁同心　拍住上」或「樹仁同心拍住上」。樹仁大學學生
會發表聲明，指有學生向該會反映，該黨的橫額有「樹仁」
二字，故詢問樹仁大學是否與民主黨有任何合作關係，又
指在「七一遊行」當天，民主黨「樹仁．同心拍住上」的
旗幟亦使途人誤會為樹仁大學學生團體之隊伍，該會對此
表示強烈關注。
學生會在聲明中指，樹仁大學乃一作育英才之學府，

「樹仁」二字代表了校長鍾期榮和校監胡鴻烈於教學事業
上的理念和熱誠，故該會對民主黨這次宣傳上的「巧合」
難以苟同，並重申樹仁大學或樹仁大學學生團體，並無與
民主黨合作或有任何關係，並要求民主黨以其他名詞組合
或語句取替「樹仁」一詞，並公開澄清其宣傳語句與樹仁
大學無關，以免產生歧義或任何形式的誤會，以釋眾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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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昨日舉行20周年黨慶酒會，新上場的特區政府
班子亦幾乎「齊腳」出席。多位局長談到副局長遴選時
均透露，自己目前已有2個候選的副局長人選，並會於下
星期開始進行面試，盡快定出最後的人選。

吳克儉張炳良：衝擊無阻落區
近日新政府的問責團隊落區時遇到不少衝擊場面，不

過，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等多位局
長昨日出席民建聯酒會時都不約而同地說會繼續落區接觸市
民，不會因為有衝擊場面便不落區。吳克儉更表示，自己未
來會加強與各教育團體會面的政策交流，「越是坦白地講出
問題，越有助政策的推行」。
就近日有指新政府對「港人港地」政策轉 ，張炳良則指，

當局對此並沒有「轉 」，基本立場仍然是以解決香港人的住
屋問題為優先考慮。至於新任行會成員張震遠指，對現階段
推出「港人港地」政策有保留，他則說，張震遠可以表達個
人意見。
被問到所住單位是否有僭建問題，他指出，購買有關單位時

有律師協助檢查有否僭建，當時所知是沒有問題，但他會再
找認可專業人士詳細檢查，以確定是否有僭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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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蟬聯十大政團榜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日公
布的「十大政團」調查發現，在
10個最為人熟悉的政團中，以工
聯會支持度最高，最新支持度評
分為51.1分，蟬聯榜首，也是
「十大政團」中唯一一個得分超
過50分者。
是次調查於6月21日至27日進

行第一階段的提名調查，要求
1,031名受訪者在未經提示下說
出10個他們最熟悉的政治團
體。在該項提名調查中，被訪
者可說出多至10個最熟悉的政
團。而最多被提及的12個政團
則進入於6月28日至7月5日進行
的第二階段評分調查，由1,050
名受訪者以0分至100分進行個別
評分，0分代表絕對不支持，100
分代表絕對支持，50分為一半
半。

社民連「人力」續包尾
調查發現，和2月20日至22日

的調查比較，「十大政團」中有
7個評分上升。其中，在立法會
大打拉布戰的社民連及「人民力
量」分別錄得9.1分及9分的顯著
升幅，但前者總分只得34.8分，
支持度繼續在「十大政團」中包
尾，後者則僅以35.3分「險勝」
前者，排名尾二。
調查顯示，在「十大政團」

中，支持度最高的政團繼續是工
聯會，支持度評分微升了0.4分；
民協較上次調查上升了4分，排
名上升了4位至第二，得49.3分；
第三為得46.6分的民主黨，排名
不變。民建聯排名第六，其得分
下跌了4.7分至44.4分，排名因而
下跌4位；新民黨跌1.8分，有
44.3分，排名下跌2位至第七。

港澳人代選舉會議成員昨起登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成員登記
活動昨日正式啟動。由上午9時開始，有意
成為香港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
成員的人士，陸續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
廳在香港信德中心設立的選舉工作辦公
室，遞交填寫好的登記表及照片。
據公布，符合香港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

表選舉會議成員資格的人士有1,800多人，
比上屆人數增加約三分之一，由參加過香
港特區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的
人員，及並非上述人員的香港特區居民中
的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和香港特區第四任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中的中國公民組
成。本人提出不願參加者除外。選舉會議
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香港特區第十二
屆全國人大代表。受理選舉會議成員登記
表的截止日期為7月25日下午5時30分。
澳門特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活

動亦於昨日上午9時啟動，符合條件並願意
成為選舉會議成員的人士由上午9時開始，

陸續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在澳門文化
中心劇院大樓1樓的選舉工作辦公室，遞交
填寫好的登記表及照片。據介紹，澳門特
區共有380多人符合選舉會議成員資格，比
上一屆增加了50多人。選舉會議採用無記
名投票方式選舉12名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十
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一直聲言拉布是為了阻撓政府架構重組議案
通過的「人民力量」議員黃毓民及陳偉

業，在特區政府日前宣布會將重組議案置於其
他民生議案之後，口說「歡迎」並稱會「盡力」
讓所有涉及市民福祉的民生議題盡快通過，但昨
日在立法會復會後卻口不對心地繼續拉布，於審
議《公司法條例草案》期間不斷重複發言並多次
要求響鐘點算人數，令會議進度嚴重受阻。

揚言拖到重組無得再傾
陳偉業昨日聲稱，今屆立法會會期將於下星

期三結束，估計審議議案的時間還剩下約50個小
時，但根據目前的審議進程估算，相信只要再
花30多個小時，就可以完成所有涉及民生的法案
及議案的審議，屆時立法會會餘下10多個小時去
審議架構重組決議案，為此，他們會一直在會
議中拉布，直至本周五為止，以「確保」重組
架構的決議案無法在今屆會期內完成審議。
黃毓民亦承認，他們會繼續就立法會正審議的

《公司法條例草案》發言拉布，又聲言自己「不
想」因議會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以免令其他有
關民生的法案及議案未能在今屆會期通過，但又

「威脅」稱，倘發現只有少數議員發言，令新政
府的架構重組決議案有可能在今屆會期結束前
開展討論，他們不排除會在此前不斷要求點算
在席議員人數，以阻撓該議案通過。

陳鑑林批視市民如無物
民建聯議員陳鑑林坦言，對於反對派議員所作

所為覺得很無奈，坦言政府既然以民生為重，
並向立法會釋出善意，安排先審議所有涉及民
生的議案，議員就應該配合，以免影響市民福
祉，但反對派議員卻視市民如無物，繼續拉
布，是非常不理性的行為。
被問及議員提出修改《議事規則》以阻止拉

布行為時，陳鑑林坦言，在反對派護短下，相
信有關修訂肯定不獲通過，「雖然市民都很不
滿，但拉布這種荒謬行為，在反對派護短下仍
會繼續發生」。

王國興憂審議時間不足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亦指，反對派在談到政府最

初要求先處理架構重組方案時，就聲稱政府「專
橫、霸道」，但現在政府決定以民生為先，他們

卻繼續肆意拉布、浪費公帑，這才是專橫、霸
道，又坦言很多民生議案及條例，都需要讓議員
有充裕的時間去討論，才能令草案更完善，但反
對派無視立會會期緊迫，繼續拉布，擔心只會令
這些影響深遠的民生法案，可能會草草通過，影
響質素，最終受害的還是廣大市民。

何俊仁護短扮事不關己
因支持「人民力量」及社民連拉布的民主

黨，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支持度均插水。民主

黨主席何俊仁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就擺出一副
事不關己的樣子，承認涉及民生的草案及決議案
需要詳細討論，但稱由於時間不足，他們只能
「睇 食飯」，「就算想講都唔敢講」，並會要求
所有黨員盡量留在會議廳內以免再次流會。
另外，民主黨副主席、立會財委會主席劉慧卿

稱，她已接到政府的要求，於本周五舉行兩節
共4小時的會議，以完成所有涉及民生措施的撥
款申請，並稱相信有關架構重組及主要官員薪
酬調查的撥款申請，無望於今屆立會通過，要
待新一屆立法會成立才能審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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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人大代表選舉昨起接收登記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攝

■何俊仁及陳樹英的選舉宣傳品，被質疑有意「冒名頂替」，樹仁學生會

要求民主黨澄清。 網上圖片

■陳偉業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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