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爭拗礙港前進
王女士：
小朋友是香

港的未來，所以
我特意帶四歲半
的小孩出來遊行
，讓她知道香港
還有很多正面的
聲音。梁振英很
關注民生，實事求是，我很欣賞，但
目前社會爭拗太多，影響了香港社會
的前進。我認為，如果反對政府的人
能夠以事論事提意見，這些意見是不
怕多的，但不少人並非 「是其是，非
其非」 ，而是對人不對事，即使是其
他人做特首，他們都會一樣反對，這
樣並不是為香港好。

CY已開誠布公
梁同學：
CY上場短

短半年，已經在
房屋、長者方面
推出不少措施，
包括 「港人港地
」 和長者生活津
貼。而在僭建問
題上，他已經寫了公開信，又去了立
法會接受質詢，做到開誠布公，我相
信他的誠信沒有問題。

厭惡大造文章
蔡小姐：
我以前是反

對派的支持者，
但後來發覺他們
的取向走錯方向
，令我覺得好痛
心。他們現在就
特首的僭建無日
無之地大造文章，窮追猛打，大家都
已感到厭惡。香港不需要爭拗不休的
「民主」 ，大家要互諒互讓，香港才

可繼續前進。

看政績最重要
Ms Connell：
CY上任六

個月，他所做的
每一件事都對香
港有好處，他是
一個好領導人。
我以前從未參加
過類似集會，但
現時香港有太多「反梁」聲音，所以有
必要站出來支持他。我尊重反對者的
言論自由，但他們應該看到CY做的
實事，上台後的政績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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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民陣及人民力量等
多個反對派團體元旦日發起 「倒梁
遊行」，期間多次臨時改變示威路
線，煽動過百示威者佔據中環多條
馬路，令交通癱瘓近五小時，警方
最終拘捕九名示威者，包括人民力
量的陳偉業，社民連的梁國雄和曾
健成。警方強烈譴責示威者罔顧法
紀和危及他人安全，刻意破壞社會
秩序。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黃國偉
表示，警方尊重公眾人士表言論及
集會自由，但示威者表達訴求時，
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和社會秩序，但
有關示威者的行為是刻意破壞社會
秩序和安寧，罔顧自己及危害他人
安全，警方已作出最大的容忍，在
別無選擇下採取拘捕行動，以恢復
社會秩序安寧及港島區的交通。

另十多名示威者遊行後在政府
總部門口外搭帳篷，通宵留守。發
起行動的 「保護香港自由聯盟」籌
委陳渭新昨日表示，會留守至本月

16日梁振英宣讀施政報告當天。他
又說，每晚會舉辦不同主題的議政
論壇，邀請各界人士出席發言。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早如常返回特首辦
上班，沒有遇上示威。

遊行年年報大數
此外，民陣早前發動 「倒梁遊

行」時，在記者會上聲稱會有5萬
人參加，並力爭超過10萬人，故元
旦遊行一開始，多個網上討論區均
有 「估人數」討論，有網民直指民
陣肯定會報大數， 「把去工展會的
人，加埋落遊行人數」；亦有網民
上載反對派歷年7．1遊行人數綜合
對照表，當中包含反對派聲稱的參
與人數、警方數字和包括港大等學
術機構統計的人數，結果顯示反對
派宣稱的數字，每次都高於警方及
調查機構提供的人數，而近期的情
況更為誇張，2011年和2012年7．1
遊行人數分別較警方數字多出逾3
倍及5倍（見附表）。

至當日傍晚民陣稱 「倒梁遊行
」人數為13萬，與警方提供 「高峰
期人數為2.8萬」，以及港大調查
的3.3萬相去甚遠，當中與警方數
字多出逾3倍，不少網民立即踢爆
民陣講大話，有網民一針見血地說
： 「講足十幾年大話，好似班遊行
家長，對住電視鏡頭講，講大話係
唔架，會教壞小朋友，但係佢
又帶小朋友參加專門講大話、厚
顏無恥政棍遊行活動。」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支持特區政府人
士元旦日發起遊行，但卻遭人抹黑，指有人向參與
遊行人士派錢。新界社團聯會接獲查詢後發表聲明
，譴責任何誣衊主辦團體和抹黑的行為，並已報警
交由警方跟進，而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促請警方盡
快調查真相，避免正當遊行被抹黑。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表示，遊行前已發現不明人士，希望知情人士
向警方提供資料，又批評有些不法分子為了不可告
人目的，無視法紀，令香港的公民行動變質。

負責籌組支持特區政府遊行的香港各界慶典委
員會昨發聲明，促請警方盡快調查真相，避免正當
遊行被抹黑，強調活動由800多個團體參與，參與
者均為自願參加，涉嫌派錢者或收錢人士都不屬於
發起團體、會員及支持者，對有關人士的抹黑行為
和企圖表示懷疑，並給予強烈譴責。

新社聯早前接獲傳媒查詢後發表聲明，嚴正表
示沒有派錢請人參加遊行，並已報警及要求警方追
查該些人士的背景。聲明指，新社聯嚴厲譴責任何
誣衊主辦團體的行為，亦反對任何向主辦團體抹黑
行為，呼籲各界如知悉該些 「金毛飛」的背景資料
，請盡快與警方或新社聯聯絡，以維護香港法治和
公平公正的精神。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指，當日遊行時已發現20至
30名不明人士，該會有過反拉布時被人混入的經驗
後，於是立即派人了解，而他們亦迴避回答屬於哪
個團體，於是義工已即時拍照和報警要求跟進。他
表示，有傳媒稱有關人士屬於黑社會，希望他們或
其他知道詳情的市民，可向警方提供資料， 「這些
人違反法紀，破壞香港法治，香港的公民行動變質
，嚴重的更會引起暴動」。

對於屢次受到針對，陳勇指新社聯是樹大招風
，在選舉或反拉布的行動中，都曾出現類似的情況
，強調任何指責都需要拿出證據，而他們已經報警
備案。他又解釋，新社聯有20萬會員，共340個屬
會，一向發動遊行都是呼籲地區組織動員參與，因
此很易分辨出參加者是否屬會人士。

【本報訊】據新華社香港1月2日消息：日前，中央
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張曉明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
拜會了行政長官梁振英。

張曉明表示，梁振英就任行政長官以來，帶領新一
屆特區政府奮發進取，務實有為，致力於改善民生，促
進社會和諧，施政方向獲得社會廣泛認同。前不久，國

家領導人在北京聽取梁振英的述職報告時，已對梁振英
和特區政府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今後中聯
辦將一如既往地認真執行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嚴格
按照基本法辦事，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積極履行中央政府賦予的職責，廣泛聯繫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共同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

梁振英代表香港特區政府歡迎張曉明來港履新。他
表示，張曉明長期從事港澳工作，非常熟悉香港情況，
深信中聯辦在他的領導下，一定會與特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保持良好的溝通關係，推進內地與香港的交流合作。

元旦日上午11時，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發起 「新年新希望」
遊行，一早已有過千名市民在中環遮打道集會，他們載歌載舞，
表達迎新送舊的喜悅心情，表演嘉賓包括有新當選為港區人大代
表的張明敏；參與團體有新界鄉議局、工聯會、新界社團聯會及
教聯等。參加者手持國旗、區旗，又拉起橫額及標語，包括 「爭
拗停不了，香港不行了」、 「議員在拉布，市民在控訴」、 「要
香港發展，拉布定要剪」等。

支持政府 不再沉默
遊行隊伍由遮打花園起步，遊行到政府總部。大會表示有

800多個團體，超過6萬人參加遊行。慶典委員會主席鄭耀棠表示
，原本預計只有5000人參與，最終人數遠超預期。他認為，最重
要是提供不同的平台，讓市民表達意見，不會跟其他團體的遊行
人數作比較。 「這班都是沉默大多數，他們都願意站出來去表達
他們的訴求，反映了市民希望社會有一個和諧，希望社會得以發
展。」他期望社會可以和諧發展，改善民生，又說見到政府已處
理不少民生與經濟問題，例如落實長者生活津貼，又停止雙非孕
婦來港產子等，初見成效，期望特首梁振英本月發表的首份施政
報告，能回應市民訴求。

另外，愛港之聲於同日下午在政府總部舉行元旦嘉年華，參
與嘉年華會的人士手持國旗及區旗，坐滿政府總部外上層的露天
劇場，有部分市民更要站在劇場外。主辦機構表示，高峰時有
2500人參加。大會表示歡迎不同意見人士理性表達看法，舉辦嘉
年華是希望給支持政府的人一個發聲渠道。

批反對派 礙港發展
會上，嘉賓和市民到台上發言，他們表示，梁振英已交代大

宅僭建事件，反對派不應再就事件大做文章，應該給機會特首、政
府做實事；亦有不少市民批評反對派議員拉布妨礙香港發展。出
席嘉賓王紹爾說，回歸15年來，反對派示威遊行已成職業，他們逢
政府必反，是時候讓沉默大多數市民走出來，表達對政府的支持。

張曉明拜會梁振英
堅定支持特區施政

2013年第一天，本港有多個支持政府施政的活
動，當中 「新年新希望，元旦大遊行」 有6萬名市民
參加。參加者以和平理性的態度、歡欣鼓舞的心情
，表達對政府的支持，和對新的一年社會和諧、香
港進步的期望。新年始伊，沉默多時的香港市民選
擇身體力行走出來，用行動告訴阻礙政府施政的反
對派，香港社會對他們的無理取鬧已忍無可忍。

本報記者 戴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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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左）到政府總部拜會行政長官
梁振英 新華社

▲警方拘捕曾健成（左二）和梁
國雄（左三）等九名示威者

▼超過6萬名市民在元旦日遊行，支
持政府施政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萬市民上街萬市民上街

齊挺政府施政齊挺政府施政

（（百人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