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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健 清華大學中國法律研究生

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每一個國家的
憲制責任，我國也不例外，對外，要守護藏
南地區領土，也要捍衛釣魚島、南沙群島、
西沙群島等領土和領海；同時，也要應付
「藏獨」、「疆獨」、「台獨」等內部分裂
勢力，於3月1日發生的昆明火車站恐怖襲
擊，便屬「疆獨」分裂勢力所為。「疆獨」
分子屢次襲擊新疆自治區內的官方和民用設

施，多次造成人員和平民傷亡，是次更跨省
以大砍刀等武器殺傷手無寸鐵的平民，造成
最少二十九人死亡，逾一百四十人受傷，滅
絕人性，公然挑戰法律和人道，全國哀悼恐
襲死者並聲討施襲者。
筆者要帶出的是極端分離勢力對抗國家政

權並心存敵意，屢屢嘗試破壞國家主權和國
土完整，不惜以恐怖和狂妄手段，甚至勾結

境外勢力，與民為敵，嚴
重威脅國家安全。事實
上，「疆獨」和「藏獨」
等極端組織因從事恐怖活
動而已被國際社會定性為
恐怖分子。勾結和以任何
方式支援境內外分裂勢力
均是叛國行為，與恐怖分
子的極端罪行本質無異。
過去一年，「港獨」意

識有冒起之趨勢，前朝龍
獅旗在多次民間遊行集會
等場合現影蹤，並吶喊
「中國人滾回中國」等大
逆不道的口號；去年年
初，「港獨」極端分子遊

行往中聯辦外高舉「龍獅旗」，並高唱英國
國歌；去年年底，「港獨」組織「香港人優
先」高舉龍獅旗衝擊駐港部隊被捕；冬奧運
動員接受訪問後特區區旗被改圖，換上港英
旗在網上瘋傳並被錯誤引述報道；也有反對
派政客特意去台灣接觸「台獨」分子「取
經」，亦邀請「台獨」學者和政客來香港
「交流」，妄圖「港獨」「台獨」合流，種
種跡象，我們必須警惕「港獨」分子的所作
所為，不能掉以輕心，並瓦解他們不可告人
妄想分裂祖國的陰謀。
「疆獨」、「藏獨」、「台獨」、「港
獨」這四個內部分裂勢力，是大毒瘤，對我
國國家安全和民眾構成威脅，必須盡早除害
以避免擴散。我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主
權，香港不是政治實體，只是我國的一個行
政區域，香港人應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對主張「港獨」並以違法暴力手段擅闖
軍事用地的滋事分子絕不能手軟，各界譴責
並要求嚴懲打擊「港獨」妖孽。作為中國
人，筆者認為香港就國家安全立法宜早不宜
遲，保障市民安全之餘，維護我國主權和領
土完整，力抗「四獨」勢力分裂國家意圖，
達至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匹夫有責。

「港獨」是社會大毒瘤

■有本港團體舉行集會，反對「港獨」禍害香港。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何俊仁晚節不保 凸顯民主黨困境
何俊仁身為民主黨前主席，是黨內主流派的中堅人

物，在他主政時民主黨更積極與中央溝通，在激進反
對派眼中，何俊仁代表的是民主黨內願意溝通、較為
溫和務實的力量。然而，在劉慧卿接任主席後，民主
黨卻錯判形勢不斷向激進靠攏。但問題是，現在的民
主黨比起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後，民望究竟是升了還
是跌了？只要一看就知道了。近年，民主黨就一直在
激進與理性之間進退失據，以為左右逢源，實際兩面
捱打。何俊仁為什麼竟然如此「失魂」地在議事廳上
看艷照，一副對自己對民主黨形象不在乎的樣子，其
實正凸顯民主黨現在左右不是人的困境。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日前在財政司司長宣讀新一份預算
案期間，被記者拍到在會上瀏覽多張女模特兒艷照，受到社會
輿論的猛烈抨擊，連黨主席劉慧卿也在壓力下將事件交到黨內
的紀律委員會跟進，以免被外界批評為偏私護短。

忘形瀏覽艷照有虧職守
對於這次艷照事件，何俊仁理所當然要承擔政治責任，原因

不單是身為議員，在議事廳中忘形瀏覽艷照，有虧職守有負選
民所託，更在於何俊仁一向打出一副正派形象，不是長毛般被
趕出立法會後立即興高采烈到蘭桂坊買醉的一類人。何俊仁既
然要站在道德高地上，外界自然對他有更高的道德要求。這就
等如說長毛在議事廳瀏覽艷照所受的批評肯定較何俊仁小的原
因，何俊仁不是第一天吃政治飯，怎可能不知道？
不過，這次艷照事件實在令人感到惋惜。筆者無意為何俊仁

呼冤，何俊仁也不是什麼政治人品高尚的人，過去屢屢在財務
申報上出現諸多問題，個人感情生活上緋聞也是政界中人皆
知，但對於「人民力量」、社民連、黃毓民的支持者說他是
「老淫蟲」、「AV仁」、「最喜歡在議事廳上看AV」，以至
什麼經常「色迷迷看人」等嘲弄，卻是太過離譜，完全是落井
下石。始終，與黃毓民、長毛、李柱銘之流的狡猾政客相比，
何俊仁的品格無疑比他們高，所以這次他晚節不保，對於一個
從政幾十年，下屆立法會選舉時很大機會告別政壇的政客來
說，肯定是最大的懲罰，但這卻是他自找的，怨不得人。

值得指出的是，在事件中何俊仁面對四方八面的批評，但對
他攻擊最出力的竟然並非來自建制派，而是來自激進反對派的
政黨團體。在事發當日網上立即有鋪天蓋地的評論及「改
圖」，將矛頭對準何俊仁，更對他作出種種人身攻擊。一些反
對派的「盟友」如范國威都紛紛「抽水」，向何俊仁加上一
腳。當然，何俊仁是咎由自取，但激進反對派的攻擊顯然並非
因為公義，而是出於私怨及政治目的，借事件將何俊仁一棒打
死，對民主黨的領導層展開新一輪圍剿。

民主黨左右不是人
何俊仁身為民主黨前主席，是黨內主流派的中堅人物，在他

主政時民主黨更積極與中央溝通，成功促成2012年政改方案通
過，當時進入中聯辦溝通的就有時任主席的何俊仁、副主席劉
慧卿和資深成員張文光。所以，在激進反對派眼中，何俊仁代
表的是民主黨內願意溝通、較為溫和務實的力量。令人可惜的
是，性格決定命運，何俊仁本來下了一盤好棋，盤活了民主黨
的出路，令民主黨的民望急升。但也由於他優柔寡斷、不夠堅
定、總想討好各方的性格，令他後來面對激進反對派的攻擊，
進退失據，自我否定，將民主黨推向激進，重新走回逢政府必
反之路，令在政改一役賺回來的政治紅利逐漸消磨。
及後，何俊仁又聽信讒言，排出多個令人莫名其妙的選戰佈

陣，尤其是為了讓李永達兩夫婦成功當選，在新界西過度分票
導致全軍盡墨，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再加上范國威等改革派離
黨另起爐灶，令民主黨新界東基本盤大量流失，而激進反對派
在選舉工程中的狙擊，更令民主黨處於多面受敵的境地，這才
是民主黨慘敗的原因，而不是因為進了中聯辦，通過了政改方
案，民主黨就流失了這麼多的選票。
再說得白一點，民主黨的慘敗，與黨主席何俊仁的性格缺陷和

佈陣失當有莫大的關係。然而，民主黨及後的總結卻離題萬丈，
以為是因為不夠激進所導致，於是在劉慧卿接任主席後，千方百
計與何俊仁路線劃清界線，反而向激進靠攏。但問題是，現在的
民主黨比起通過政改方案後，民望究竟是升了還是跌了？只要一
看就知道了。近年，民主黨就一直在激進與理性之間進退失據，
以為左右逢源，實際兩面捱打。何俊仁為什麼竟然如此「失魂」
地在議事廳上看艷照，一副對自己對民主黨形象不在乎的樣子，
其實正凸顯民主黨現在左右不是人的困境。何以解憂？唯有艷照，
但解困之道其實一字咁淺，但不知民主黨諸公有否智慧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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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法律正軌 普選成鏡花水月
基本法是香港特區一切權力的來源和所有制度的
根基，特首的普選辦法必須受到基本法的規範。根
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制定普選辦法的規
範包括：一要符合基本法的根本宗旨和立法目的，
尤其要符合基本法關於政治體制規定的原則，必須
尊重中央對普選問題的主導權和決定權；二要符合
基本法第45條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具體規
定，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委員會參照基本法附件一
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三要正確理解和
堅持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制

度，由提名委員會實行機構提名產生特首候選人；
四要符合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及其有關解釋的規
定，特首普選辦法必須嚴格按照「五步曲」法定程
序制定。
本來，香港特首普選必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這涉及尊重基本法的憲制地位問題，是一個講法治的
社會不應成為問題的問題。然而，現在有些人硬要偏
離基本法另搞一套。最明顯的例子是，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規定由提名委員會實行機構提名產生特首候選
人，但一些人卻提出「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
架空基本法規定的提委會提名權，甚至威脅要「佔領
中環」，企圖脅迫中央接受他們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的所謂「真普選」。這實際上是要拆除香港通向普
選的法治軌道。這是本港社會不願見到的，林鄭月娥
司長在文中也表達了擔心：「如各方繼續堅持己見，
不願回歸到《基本法》的法律基礎，又不願接受政治
現實需要的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這個目標，恐怕
只會變成『鏡中花、水中月』，香港的民主發展將再
一次停下來。」

提委會權力不容僭越 勿再糾纏違法建議
目前社會討論得最為熱烈、意見最為分歧的特首

普選候選人提名辦法，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
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並無其他選項。提名特首候選人是提名委
員會的唯一法定職責，是一種實質性的權力，不得
委託、轉授，不受無理限制，也不能變為一種象徵
性程序。以「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都屬於
「民主程序」為由，認定這兩種提名方式符合基本
法，並要求提名委員會必須認可其提名的候選人，
這是對基本法有關條文的斷章取義和歪曲解讀，實
際上是把提名委員會變為「橡皮圖章」，這顯然違
反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中聯辦新春酒會上致辭時指

出，政改必須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
定，堅決反對在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之外「另搞一
套」，因為這類主張和做法從根本上說是漠視「一

國」原則，漠視中央
的憲制地位和權力，
漠視廣大港人珍視的
法治精神，與實現普
選目標、與港人的普
遍願望背道而馳。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早前
也在報章撰文，就「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難以
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提供了法律觀點。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再就「公民提名」、「政黨提名」、
「三軌提名」，以及認為不應設「篩選」的建議作出
適當回應，指出這些建議「較少充分理據支持，或顧
及《基本法》的原則和條文」，是明確特區政府在討
論政改問題上的基本態度，希望社會各界不要再虛耗
時間和精力，糾纏於「公民提名」、「政黨提名」、
「三軌提名」之上，使政改討論分歧越來越大，造成
更大的政爭，讓普選的機會白白溜走。
張曉明的新春酒會致辭還表示，真誠歡迎各種形式

的理性溝通，真誠地希望彼此都講法理、講道理，
「只要是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基礎
上提出的任何方案、任何建議，我們都樂意商討。」
這顯示了中央對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基礎上提出的各
種方案的包容氣度。現在最需要做的是面對現實，在
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尋
找到最切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普選方案。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依法討論政改 普選邁向正路
政改諮詢期已過一半，專責政改諮詢工作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報章撰文表示，

現時社會上分歧最大的是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基本法》第45條明確規定提名權屬於提

名委員會，任何繞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實質提名權的建議，在法律上都難以過關。如期落

實2017年普選特首，既是中央的莊嚴承諾，亦是700萬港人的共同期盼。林鄭月娥司長的

提醒，明確表達了特區政府依法落實普選的基本態度，讓廣大市民更充分認識到，要避免

落實普選的期盼變成「鏡中花、水中月」，政改討論就不應該在不符合基本法、不可能達

到共識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之類的方案上虛耗時間和精力，而應在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基礎上集中討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提名程序等問題，才能使政改討論走上正路、

直路，最終達成實現「人人有份選特首」的目標。

■姚志勝

昆明恐怖襲擊事件後，國際社會和本港主流輿論都表示強烈譴責，同時
呼籲將恐怖襲擊實施者、組織者、資助者和支持者繩之以法。但是，本港
部分極端網民在網絡討論區發表了《向昆明新疆維吾爾戰士致敬》等喪盡
天良、泯滅人性的帖子。對於這些推崇恐怖暴力、威脅安全、誤導民眾的
網絡資訊，警方和公眾必須提高警惕。

恐怖分子滅絕人性
昆明恐怖襲擊事件是一起由極個別分裂勢力策劃組織的嚴重暴力恐怖事
件。恐怖分子統一裝，說明這是一次有組織有預謀的襲擊，事先進行精
心策劃。恐怖分子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殺戮傷害無辜的平民，包括孩子。其
滅絕人性的罪惡行徑，人神共憤，天理不容，充分暴露了暴力恐怖分子反
社會、反人類的醜惡面目，令整個中國乃至世界陷入震驚和憤怒之中。
國際恐怖主義行為違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任何形式的恐怖

主義都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的最嚴重威脅之一，恐怖主義不論發生在
何時何地、由誰實施、出於何種動機，包括網絡恐怖主義和網民製造事
端，都是犯罪行為且無法開脫罪責。

警惕網絡恐怖主義
縱觀國內外的實情，互聯網成為各國搶奪的戰略陣地，也成為恐怖勢力開
展活動的重要工具。他們利用互聯網傳播恐怖思想、傳播觀點，徵募成員、
籌措資金，以建立跨國恐怖網路。經過網絡傳播，搞事的網民可以輕鬆學到
實施恐怖襲擊手段；透過網絡動員，一班網民即能發動一場造成大量傷亡的
恐怖襲擊。
恐怖分子以互聯網為新基地，煽動網民採取恐怖或極端活動，給社會和
國家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在香港高登討論區發佈這些「膜拜帖」的網民，
此前多次發佈宣揚「港獨」。這是兩者的同流合污、加緊勾結、遙相呼
應。這個做法是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製造民族矛盾，宣揚宗教極
端、暴力恐怖思想。對此，必須毫不留情地打擊此類利用網絡製造的事
端，不僅是打擊刑事犯罪，更是維護社會穩定、維護繁榮穩定、維護「一
國兩制」必須的法律手段。
網絡並不虛擬，而是社會的縮影，社會存在的東西，網絡虛擬社會照樣存
在，社會恐怖主義投影到網絡中，生成了網絡恐怖主義。若「港獨」分子與
「東突」恐怖勢力網上呼應，妄圖破壞香港和諧穩定的局面，這是香港市民
不能容忍的。
筆者贊同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對極少數香港青年走了歪路表示痛心」
的觀點。前有高舉港英旗幟、跑上街辱罵、騷擾內地遊客，曾經揚言要
「火燒中聯辦」，今又視恐怖分子為英雄。真心希望這些青年網民理性克
制，多一些人道主義道德準則的約束，不要配合恐怖分子在互聯網上傳播
仇恨。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羅伯特．米勒曾經坦言，在不遠的未來，網絡
恐怖主義會成為與當前恐怖主義模式相當或更嚴重的威脅。要打擊國際恐
怖主義這一禍害，必須包括網站、網民在內的全社會一齊採取措施，用持
久全面的辦法遏制恐怖活動，不給恐怖勢力網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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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為了爭取做騷的機會，宣布將會聯同反對派議員，
就劉進圖遇襲案約見警方，冀了解調查進展云云。這種做法，匪夷所
思。
立法會議員有權監督政府，對口單位就是政府的保安局。議員可以對於
政府的失職提出批評，也可以提出建議。但這些監督工作，應該透過立法
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進行。
但是，圍繞一個具體的案件，繞過了保安局，直接約見警方的有關官

員，追查傷人案件的具體進展，卻不在立法會的權力範圍之內。警方的人
手有限，如果甚麼人都要求調查該案的警官進行接見，問長問短，調查小
組就會疲於奔命，浪費大量的人手，影響破案的進度。民主黨和反對派為
了自己做騷，卻浪費了警力，糾纏不休，此例一開，其他什麼壓力團體，
或者什麼政治人物，也可以有樣學樣，要求調查案件的部門，向他們講解
調查進程，為了應酬這些政治騷，警員將會筋疲力竭。
議員做騷，為了什麼？不外是為了撈取選票。至於這種干預「查案」，
怎樣損害調查的公正性，損害調查案情的進度，違反和干擾司法公正，他
們都不理會了。
大家都知道，調查嚴重襲擊事件，涉及社會的重大利益，全港市民都高
度關注，一定要全力破案。兵貴神速，爭分奪秒，一定要搶在襲擊分子消
滅罪證或者逃亡之前，將主謀者和從犯，以及所有證據，全部掌握在手。
警方是不是要向議員大老爺交代現在掌握了多少線索和證據，匪徒的人名
是什麼，幕後的主使是什麼人，上手和下手的買兇經過，買兇的價格多少
錢？警方是否要一一回答？
然後，這些議員大老爺開記者招待會，介紹了所有的重要人證、物證，

叫做「提高透明度」。這些材料經過議員大老爺公佈之後，所有的涉案人
物都知道自己已經進入了警方的調查範圍，紛紛毀滅證據，或者逃之夭
夭，這樣對破案有幫助嗎，對緝拿兇手有幫助嗎？這其實是干預司法公
正，為襲擊案件的黑手打探警方內部消息而已。他們起到的只能是「通
水」的作用。
襲擊劉進圖案件，幕後者正在膽戰心驚，唯恐露出破綻。如果真心為了
追緝兇徒，劉慧卿議員應該收回這些要會見警方索取調查進度的荒謬要
求。全世界各地的議員，都不會在破案的關鍵時刻，直接插手警方的刑事
案件的具體調查，他們懂得什麼叫做法律，什麼叫做維護司法公正。但香
港的反對派議員，卻連這個也不懂。無知的、沒有能力人物，爭做立法
會議員，而且打崩頭，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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