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選民登記問題引起討論。科
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借機發
難，不僅大肆抹黑現有的選民登記制
度，更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對一些
機構進行點名指責。其言論之激烈，
較一些激進反對派人士有過之而無不
及。如果將他的學者「光環」拿下，

其言論活脫脫就是激進反對派的說辭，甚至比他們
說得更荒謬，更天馬行空，甚至涉及誹謗。這樣的

人，哪有一點學者的氣味？
事實上，當局每次選舉都要處理數以百萬計的選

民登記，出現一些技術上的錯漏難免，理應檢討跟
進，但不必上綱上線。成名以一些錯漏個案以偏概
全，將整個選民登記制度說成為「舞弊溫床」。這樣
評價香港的選舉制度絕不公平。成名自稱是政治學
者，不可能不知道本港選舉的公平公正一向得到國
際認可，至於部分選民登記有錯漏，就如英美等經
過多年選舉洗禮的國家都難以避免，成名以此否定

本港行之經年的制度，足顯其人其言的偏頗。
在香港，一戶有十多個選民登記的情況一直都不

鮮見，原因是本港不少地區存在「 房」戶，一個
單位隨時「 」成十個八個單位，以一個單位兩個
選民計，有十多個選民登記不足為奇，加上不少市
民在搬屋後可能沒有及時更新住址，導致寄發選民
通知書時出現錯漏。當然，選民登記中出現問題必
須處理，而當局也在不斷完善，今屆退回的投票通
知書雖有6萬份，但已較以往動輒10萬8萬份為少。
成名仍然在大做文章，根本是枉作小人。
學者有自身政治立場其實不足為奇，但關鍵是不

能因為主觀的政治偏好而不顧事實去演繹偏頗的政
治結論。可惜的是，成名卻恰恰犯了學者的大忌，
在根本沒有任何證據之下，隨意上綱上線，亂作不
實指控。這種為學態度明顯與學者以事實為本、客
觀分析的風格南轅北轍，大有故意誤導公眾，為激
進反對派擔當宣傳機器之嫌。《聖經．路加福音》
說「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的刺，卻不想自己眼中
有樑木呢？」成名自己眼中有樑木，心中有成見，
言論有動機，其人其言自然是偏頗處處。難怪言論
一向偏激，根本不像個學者，倒像是反對派中最激
進一族。

政治群體組成驚人相似
在政治群體組成方面，公民黨與民進黨驚人相似。

民進黨一開始是以「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群為主

體的政治群體組成，這些律師都主張「台獨」，陳水

扁、蘇貞昌、謝長廷均是代表，民進黨現任主席蔡英

文也是學法律出身。民進黨執政8年，是「律師世代」

在民進黨內權力的高峰期。訟棍的詭辯性格，成了民

進黨的主要特徵。陳水扁為其「台獨」路線和貪腐弊

案的詭辯臭名昭著，現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以詭辯

的言詞闡釋她的兩岸政策立場。

香港公民黨的出現，與英國殖民當局在過渡時期部

署的「主權換治權」及「民主拒共」一脈相承。公民

黨的所謂「法律精英」，昔日是英國刻意栽培的殖民統

治衛道士，回歸後搖身一變為挑戰「一國兩制」的

「急進港獨」政治群體。公民黨的骨幹，也主要由訴訟

律師(俗稱大狀)和部分事務律師組成。公民黨詭辯成

性，並屢屢操弄司法程序搞「港獨」和禍港殃民，市

民都蔑稱公民黨為訟棍黨。民進黨與公民黨可謂殊途

同歸，一脈相承。

公民黨一開始就搞「急進港獨」

民進黨的「急進台獨」有一個過程，民進黨執政台

灣8年，大搞分裂祖國的活動，從「台灣地位未定

論」，到否定「九二共識」；從「兩岸兩個政權實體

論」，到「一中一台」、「一邊一國」論；從「漸進台

獨」，到「急進台獨」。陳水扁執政後期瘋狂推行「急

進台獨」，其用意非常明顯，是有意刺激大陸強烈反

彈，以掀起台海風浪來轉移弊案視線。

公民黨則是一開始就奉行「急進港獨」路線。早在

2002年，公民黨現任黨魁梁家傑任會長的香港大律師

公會，在23條立法諮詢中竟提出香港「民族自決權」，

要特區政府「尊重在正當政治過程中推動分裂的正當

性」。這完全是赤裸裸的「急進港獨」宣言，明目張膽

向國家主權挑戰。公民黨大狀與中央「鬥法」，以「朕

即法律」的姿態，演出一幕幕挑戰全國人大憲制地位

的鬧劇，他們兩次導演穿黑袍反釋法的鬧劇，大呼

「英國的法治已死」。他們攻擊人大釋法「動搖香港百

年來的法治基礎」，「產生災難性後果」。他們之所以

與中央「鬥法」，要害是「以法謀獨」。由於公民黨奪

權心切，故一直奉行「急進港獨」路線。　

「五區公投」承襲民進黨「台獨公投」

民進黨1991年通過修訂「台灣前途決議文」，這個

「台獨黨綱」主張：「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

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

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陳水扁當政

期間，竭力推動「台獨公投」，謀求以「憲改」推進

「法理台獨」。

公民黨與社民連去年茍合策動「五區總辭，變相公

投」，實際上是承襲民進黨的「台獨公投」，與當年陳

水扁藉「公投綁大選」搞「台獨」，屬同一個模式，走

的也是同一條路，背後的意圖是謀求「港獨」和分

離。中央明確指出「五區公投」違憲違法後，公民黨

不但沒有改弦易轍，反而比社民連更激進，提出所謂

「五區公投，全民起義」口號，危言聳聽的背後，是要

造反變天，要搞亂香港，要蓄意挑戰中央，如此走極

端，徹底暴露出公民黨「急進港獨」的路線。

公民黨敵視「一國兩制」變本加厲
民進黨一貫妖魔化祖國大陸和「一國兩制」，誣衊

「『一國兩制』已『徹底失敗』」。在煽動港人敵視祖國和

「一國兩制」方面，公民黨變本加厲。梁家傑曾號召市

民推倒「一國兩制」，「勇敢地表達自己不當奴才的願

望」。梁家傑曾聲稱，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至今，

「見到的事實是香港只由一個英國殖民地變成為一個中

國殖民地。我們可不可以感覺到被騙呢？我們可不可

以感覺到無奈呢？」2007年3月梁家傑在特首候選人答

問大會上，聲稱要廢除中央任命特區主要官員的權

力，這是企圖與中央分庭抗禮，大搞「去中央化」，把

「一國兩制」下港人高度自治的「自治」演變為「港

獨」。梁家傑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演

講公然稱，香港移交中國之後，「香港已經消失」，他

呼籲國際社會「將香港重新放回地圖上」，這是極端仇

視「一國兩制」，竭力鼓吹「港獨」的自白書。

破壞兩岸交流合作與「逢融合必反」
陳水扁和民進黨把祖國大陸發展兩岸交流的誠意說

成是「不良用心」，蓄意毒化兩岸關係氣氛，橫蠻限制

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阻撓「三通」，破壞祖國大陸對

台灣同胞作出的互利承諾的實施，破壞兩岸關係和平

穩定發展。　

公民黨繼承民進黨衣缽，阻撓和破壞香港與內地經

濟交流合作。公民黨在經濟上「逢融合必反」，從來沒

有停過阻止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凡是有關兩地融

合的政策和基建，公民黨必定設法出來阻撓。公民黨

發起反高鐵運動，導致高鐵工程一再拖延。公民黨誣

衊「灣區規劃」、「十二五」規劃是「香港被規劃」，

並由「被規劃」扯到香港「被吞併」，「一國兩制」

「被廢除」云云。公民黨「暗盤操作」司法覆核狙擊港

珠澳大橋，致令大橋工程停頓，成本上升65億元，並

嚴重影響其他78項工程。公民黨的禍心，企圖將香港

經濟孤立於國家經濟發展之外，以推行政治上的「急

進港獨」路線。而一手策劃「外傭居港權」案，除了

增加香港人口壓力、倒香港人米之外，還包藏在選票

政治中引入「特洛依木馬」的禍心，配合公民黨爭奪

香港管治權，為實現其「急進港獨」野心服務。所

以，認清公民黨本質，剷除訟棍黨市場，乃香港求穩

定、求和諧、求發展推進「一國兩制」偉業之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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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哪有一點學者的氣味？ 卓　偉

公民黨區選失利後，黨魁梁家傑拋出「割席論」，指公民黨受到激進派形象拖累，聲稱要

與激進派切割云云。輿論大都揭露公民黨本身就是激進反對派，不可能與激進派切割。然

而，應該指出的是，公民黨的激進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激進，其激進本質是「急進港獨」，與

台灣民進黨的「急進台獨」十分相似。只有充分揭露公民黨的「急進港獨」本質，才能警

惕其禍港殃民行徑後的險惡意圖，勿讓其陰謀得逞。

公民黨的激進本質是「急進港獨」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責任編輯：謝孟宜

當局研優化措施 抽樣查選民資料

全新民主初選機制
民建聯擬明年啟動

新一屆立法會全面增加民主

元素，不但新增5個直選議

席，還有5個全港選民投票的「超級區議會」議席。作

為立法會第一大黨，民建聯已計劃於明年立法會選舉

開始，建立全新的民主初選機制，加快黨內民主化程

序的進程，增加參選機制的透明度。據了解，民建聯

的黨內初選機制將包含多個民主元素，未來有意參選

的黨員亦需要「過五關斬六將」，不但要獲得相關地區

支部的提名，還要符合如在獨立民調中獲得一定支持

度等相關要求，才能正式代表民建聯出選。他們計劃

於明年1月正式展開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遴選程序，以

便趕及選舉報名前完成有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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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有關
「種票」疑雲，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
認為，事件影響市民對選舉的信心，當
局應該設有覆核機制，確保選民資料正
確，但亦必須平衡鼓勵市民登記成為選
民的原則。至於有反對派議員建議，規
定選民投票時須一併提供住址證明，葉
國謙擔心這樣做會變成擾民，影響投票
意慾。

交住址證明恐擾民減投票慾
葉國謙昨日出席《城市論壇》時表

示，自己所屬的選區，亦被發現一戶十
多姓的問題，選管會應該作出徹底審
查，確保選舉在公平、公正情況下進
行。他認為，堵塞漏洞固然重要，但如
果要求投票時須帶同住址證明，「就很
擾民了！擔心會減低選民登記意慾。」
他認為有關構思對於新登記的選民較為
可行，至於現時已經登記的300幾萬選
民，要全部檢測有關選民資料，將會存
在一定的困難。
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中成績不理想的公

民黨，就把責任全部推到「種票」疑雲上，該黨主
席陳家洛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回應是「遲到好
過無到」，促請當局要徹底調查所有疑似種票事
件。他又不擔心投票時須一併出示住址證明的建議
會減少選民登記意慾。
另外，輸掉區議會選舉的公民黨議員王德全，昨

日下午出席該黨舉行街頭論壇時稱，目前有30萬至
40萬名港人長時間在內地居住及工作，對選舉結果
起 決定性作用，當局必須正視問題云。他又表
示，就算現時被發現「種票」疑雲，但都不會提出
呈請，因為「種票是政府、調查亦是政府，一旦找
到有關人士，他們死口咬定投票給反對派，到時只
會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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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底舉行中委會討論及通過
據悉，民建聯將於下月底舉行的中委會討

論及通過有關出選機制，並於明年1月正式
啟動有關遴選程序，期望在新一屆立法會選
舉便開始實施。有意出選的黨員未來要先在
所屬地區支部討論及醞釀有關意向，並在地
區上收集民建聯支持者的意見，再由有關地
區支部向黨中央提名。
此次民建聯初選機制的關鍵是，由獨立的

民調機構對所有有意出選的黨員在有關選區
內進行民意調查，有意出選的人士必須在有
關選區內達到一定比率的支持度，才能向黨
中委會提出參選申請。現時他們計劃由「一
國兩制研究中心」協助他們，進行有關立法
會選舉的初選民調。最後，黨中委會將就符
合上述所有出選要求的黨員進行討論，最終

通過有關出選名單。

加強民主元素透明度 更科學化
民建聯中人坦言，過往黨內討論參選人選

時，主要是由黨內協商、討論後決定；未來
就希望可以進一步加強有關機制的民主元素
及透明度，特別是希望讓初選機制更為科學
化，而非只是黨內的政治決定。
「不時都有黨友質疑黨內決定的最終出選

名單，如果採用獨立民調這樣的科學化方
式，便可以清晰地展現黨內決定有關出選人
士時的考慮和評估。」他認為，現時香港政
黨中基本上都沒有黨內初選機制，反對派政
黨亦是如此，因此民建聯此次是做「第一個
吃螃蟹的人」，希望建立一套科學化的初選
機制，參與推動香港民主化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徐海煒

區選後，陸續有報道指
出懷疑選民登記地址與事

實不符的個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
志源表示，當局正研究選民登記優化措
施，以加強選民登記的準確性，包括考慮
抽查選民的資料。他又強調，如果發現有
人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中「種票」，會
交由法院裁決是否需要重選。他並已直接
與警務處處長聯絡，警方十分重視有關選
民登記的投訴，已交由重案組去處理，同
意必須要嚴正和從速處理相關的投訴，務
求盡早知道調查的結果。

譚志源：加強巡查時間性頻密性
譚志源昨日出席一個公開場合後稱，

就堵塞目前選民登記出現漏洞問題，政
制事務局將會在下月提出優化建議，現

正進行內部研究，並會聽取政黨意見。
檢討過程中將會從3個方向 手，包括在
新選民進行登記時，是否需要提交主要
居所證明，但需要解決一些技術的問
題，如未必每一位合資格的選民都用自
己的名義登記住址證明，例如水費或電
費都是由戶主作登記。在抽樣調查方
面，會研究若在一個住址內，擁有較多
不同的姓氏，超越一般正常家庭組合
時，便需要進行抽樣調查，亦會研究加
強巡查的時間性和頻密性。
對有政黨表示會提出選舉呈請，譚志源

指出，一切要由法庭來決定，作為政策局
官員不方便作出評論，但可以肯定無論是
政府、警方、廉署或法庭，都會嚴正和依
法追究相關的違規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與時並進

確保準確

■譚志源(中)出席《基本法》嘉年華2011活動時表示，當局正研究
選民登記優化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葉國謙認為當局應設覆核機制，確保
選民資料正確。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