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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的「真普聯」召集人
鄭宇碩，被揭發在1991年已經取得澳洲國籍，並且在
1997年7月左右主動放棄中國國籍。本來，每個人都有
權利去轉換國籍，但鄭宇碩在回歸時放棄了中國人的
身份，到了2002年為了申請特區護照，竟然在申請表
格上填寫自己是中國籍，涉及虛假陳述。根據《入境
條例》第四十二條，任何人士為取得旅行證件、入境
證等，向入境處職員作出明知為虛假或自己亦不信為
真確的陳述或申述，即屬犯罪，違例者會被檢控。事
件令人懷疑其操行不端。

虛報中國國籍顯示操守不端
鄭宇碩很早就投身政壇，早在中英談判初期，鄭宇

碩的「香港觀察社」就非常活躍，經常在報紙發表言
論，進行有關回歸問題的民意調查，在1983年中英談
判爭論最激烈的時候，「香港觀察社」的立場書竟強
調，「香港絕不能讓中國過問內政，但卻有必要由英

國協助管治」。這些不但顯示鄭宇碩一直熱衷參與政
治，而且政治立場反中。

誠然，選擇國籍是個人決定。鄭宇碩的最大問題在
於他的反反覆覆和矯言偽行。他明明放棄了中國國
籍，但為了申請特區護照又報稱中國籍，涉嫌在國籍
問題上弄虛作假。在成為了「真普聯」召集人後，為
了政治上的需要，又在公開場合宣稱「我的心始終愛
國，不知道為何被說不愛國」。然而，鄭宇碩在入籍
澳洲時曾宣誓效忠「澳大利亞及它的人民」，從其回
歸前後的行徑，外界也看不到其所謂愛國之心究竟體
現在哪裡？

勾結「台獨」禍港談什麼「愛國」？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台獨」分裂勢力千方百計

要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所有愛國人士都理應口誅
筆伐。但自稱「愛國」的鄭宇碩不但從來沒有譴責過
「台獨」勢力半句，更為「台獨」勢力越洋亂港搭建

橋樑。事實上，鄭宇碩還有一個較少人知道的身份，
就是「華人民主書院」的校長。「華人民主書院」在
2011年5月成立，由「民運分子」王丹任董事會主席，
鄭宇碩任校長，其他董事包括民主黨、社民連陶君行
以及其他「民運分子」。當年成立時迅速籌得100萬
元，已被外界質疑錢從何來？「華人民主書院」表面
是反對派的主要「民主培訓」基地，實際是串聯港、
台分裂勢力和海外「民運」組織的平台。2003年在香
港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時期，鄭宇碩就通過
「華人民主書院」與「台獨」組織「群策會」舉辦研
討會，「台獨」分子更在會上提出「香港應當爭取為
獨立的主權國家，中國與香港是兩個不同的獨立主權
國家」的「港獨」宣言。鄭宇碩並與他們一唱一和，
誣衊「『一國兩制』、基本法是香港『沒有選擇的選
擇』」。

在他成為「真普聯」召集人之後，他更利用自身與
「台獨」勢力的關係網，為「佔中」搞手與「台獨」
搭上線。去年聯同「佔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和工黨
主席李卓人，赴台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商討合作，
並簽署協議招引「台獨」分子來港參與「佔中」。隨
後「華人民主書院」就邀請「台獨」老手簡錫堦及林
啟驊教授所謂「非暴力抗爭」，為「佔中」培訓骨
幹，為「台獨」勢力亂港打開大門，其行為受到社會
輿論的大力鞭撻。了解到鄭宇碩的往績，就可以知道
其所謂「愛國」不過是一派謊言。一個屢次勾結「台
獨」分子亂港的人，不知道他講的「愛國」是愛什麼

國？

多次涉嫌抄襲 操守誠信破產
反對派推出鄭宇碩擔任「真普聯」的召集人，一方

面是由於原來提議的陳方安生、李柱銘引起強烈反
彈；另一方面也是看上鄭宇碩的學者身份，擁有較超
然的地位和道德光環。然而，鄭宇碩不但被指在國籍
問題上弄虛作假，在學術上更多次牽涉抄襲。1995年
就因為著作及論文涉嫌抄襲，被城大批評採用他人材
料而沒有足夠註明出處，罰他降職，褫奪人文及社會
科學院院長資格。2002年一篇研究佛學的文章，在與
出版商溝通的電郵中只顯示作者是在城大教書的Lau
Kin，後在準備出版文稿中，鄭宇碩竟無端成為作者之
一。近日又遭前高級研究助理鄭文龍投訴，指控鄭在
2002年及2003年與內地學者發表的兩篇學術論文，當
中鄭宇碩只負責將論文翻譯成英文，但在發表時卻將
自己列作第一作者，涉嫌抄襲，正被城大調查。

俄國文豪蕭洛霍夫曾說過：學者良知是誠實。鄭宇
碩雖有學者身份，卻屢屢出現涉嫌抄襲醜聞，說明其
誠信操守大有問題。而且，鄭宇碩更是反對派「真普
聯」的召集人。由這樣一個在國籍問題上誠信備受質
疑且又是外籍身份的人，擔當反對派政改聯盟的牽頭
人，他要把香港的政改推向何方，不是大有疑問？關
心香港福祉、希望落實普選的港人，都有理由要求鄭
宇碩作出交代？

文平理

鄭宇碩涉騙特區護照豈止是誠信問題？！
明明已在1997年放棄中國國籍的鄭宇碩，在2002年為了申請特區護照，竟然在申請表格

上填寫自己是中國籍。鄭宇碩的最大問題不在於他擁有澳洲國籍，而在於他涉騙特區護照，

誠信破產。事實上，鄭宇碩雖有學者身份，卻屢屢出現涉嫌抄襲醜聞，說明其誠信操守大有

問題。而且，鄭宇碩更是反對派「真普聯」的召集人。這樣一個在國籍問題上誠信備受質疑

且又是外籍身份的人，竟然擔當反對派政改聯盟的牽頭人，他要把香港的政改推向何方，令

人大有疑問。關心香港福祉、希望落實普選的港人，都有理由要求鄭宇碩作出交代！

立法會昨日復會，審議2013至2014年度追加撥
款條例草案，「人民力量」的陳偉業、陳志全；社
民連梁國雄繼續拉布，在會上不斷點算人數、冗長
發言，令表決一拖再拖。陳偉業更大言不慚的表
示，他們支持透過辣招為樓市降溫，所以會「控制
發言時間」，「放行」法案，但對於創新及科技局
等議案，他們將會繼續拉布云云。陳偉業以為自己
是「太上皇」，對於法案哪些可放行、哪些要阻
撓，全都在他們一念之間，但這可能嗎？基本法能
夠容許這些情況出現嗎？他們以為幾名議員可以癱

瘓議會，不過是驢蒙虎皮，痴人說夢。
為甚麼現在幾名激進反對派議員可以令到議會

「大塞車」，這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他們利用
財委會會議程序37A的漏洞，可以臨時提出大量
修訂來拖延會議。二是他們看準立法會即將休
會，只要堅持一段時間，當立法會休會拉布便會
「大獲全勝」。如果現時是立法會會期中段，你
想激進派議員有這樣的能力、有這樣的決心和意
志，進行持續幾個月的拉布嗎？不可能的，民意
也不會容許，他們自己也不肯，要梁國雄將落蘭

桂坊買醉的光陰花在漫長的立法會會議，他會肯
嗎？所以，現在激進派表面氣勢洶洶，其實不過
是看到有油水可抽，裝腔作勢而已。
況且，就算激進派真的要癱瘓議會，以他們的能

力可以做到嗎？這根本是不可能。全世界大部分議
會固然都會尊重少數聲音，在議會規則上適量向少
數派傾斜，讓他們有一定議會操作的空間，但卻沒
有一個議會容許極少數議員騎劫會議，以少數控制
多數，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大多數民主國家的議
會都備有剪布機制。香港雖然沒有剪布機制，但卻
並非沒有制衡激進派惡意搞事的手段，當中至有兩
招：一是議事規則賦予立法會及各個委員會主席主
持會議、安排議程、將違規議員驅逐的權力，主席

只要嚴格依規辦事，果斷將拉布議案刪除，控制發
言時間，搞事議員將難以得逞。
二是基本法附件二規定，政府提出的法案、議

案，不分組表決。議員提出的法案、議案要分組
表決。第72條第（2）項又規定，政府提出的議案
要優先列入議程。這說明政府在提交議案上有主
導權，完全可以根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提出結
束對財政預算案等重要法案拉布的議案，要求立
法會主席列入議程，並盡快進行表決。基本法第
48條第（4）項亦規定，行政長官決定政府政策和
發佈行政命令。幾名激進派以為憑鑽空子就可搞
得立法會天翻地覆，這是自我膨脹，也是不自量
力。

陳偉業太狂妄 卓 偉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4年7月11日（星期五）

拒調議程助長拉布
建制派寧加班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反對派在
財委會拉布影響，瑪麗醫院重建的撥款申請
未必能趕得及在暑期休會前完成審議。有消
息指，瑪麗醫院前日去信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對事件表達深切擔憂，形容如果撥款延
遲獲批，會是一件極度令人洩氣的事，更會
令工程完工日期推遲不只1年。
消息指，信中提到瑪麗醫院已達70年歷

史，面對香港人口老化、醫療需求上升及日
漸提高的公眾期望，醫院的設計和空間已追
不上時宜。瑪麗醫院不只是地區急症全科醫
院，也是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的教學醫
院，亦為全港提供第三層及第四層專才及高
科技醫療服務，為香港的長遠需要，實在有
必要盡快展開重建工程。

恐增成本 完工遲逾年
信中又提到，瑪麗醫院聯同醫院管理局及

數個政府部門，已經有一個詳盡的重建計
劃。為減低重建過程對公眾的影響，第一期
的重建工作為期近10年，如果撥款申請未
能趕及在休會前完成審議，不只會增加建築
成本，工程完工日期推遲超過1年。

■瑪麗醫院重建受反對派議員拉布所阻。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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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葵青區
議會在昨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國務院
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民建聯葵
青支部及新界社團聯會發起支持白皮書
行動。他們認為，白皮書及時指出香港
現時的問題，並釐清了本港與中央在憲
制上的問題，對維護「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起到積極作用。
民主黨區議員林立志及黃炳權昨日在

葵青區議會上提出討論白皮書對香港的
影響。會前，民建聯葵青支部及新界社

團聯會約40名區議員及街坊到場，發起
支持白皮書行動。
他們表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的發表，有利
於中央政府對香港實行的「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得以繼續落實，對香港社會發展起到積
極作用。

為港繁榮穩定起積極作用
他們指出，基本法自起草以來，都強調

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來自中央，中央對香港
一向擁有全面管治權，也有權監察，這是
中央一貫的立場。白皮書內容顯示中央對
香港立場並沒有任何改變。「我們認為，
白皮書及時指出現時香港的問題，並釐清

了本港與中央在憲制上的問題，對維護『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保持香港的長
期繁榮穩定將起到積極的作用，所以我們
予以堅決支持。」
不過，由林立志等組織的示威者，則在

會場撕毀白皮書，聲稱白皮書「損害」了
「一國兩制」及香港的高度自治，要求中
央政府收回。在會議舉行期間，旁聽席的
數名學生突然站起大唱「佔中」的主題曲，
被區議會主席方平勸令離場：「這是區議
會，不是演唱會。」

反對派玩流會阻區會表決
其後，有區議員提出臨時動議，要求通

過支持白皮書，但全部反對派議員離席抗
議，令投票人數不足而流會。

民記葵青支部新社聯挺白皮書

■民建聯葵青支部及新界社團聯會約40名區
議員及街坊到場，發起支持白皮書行動。

根據立法會財委會文件顯示，目前為止，會議共有
44項議程需要審議，其中涉及「三堆一爐」的議

程被排在第二十六項至三十一項，成立創科局的議程更
排至第四十四項審議。特區政府提出具有迫切性的瑪麗
醫院重建，則排在第二十六項審議。

反對派倡押後「三堆一爐」
財委會已安排在本周五舉行3節會議共6小時，並於本
周六加開4節全長8小時的會議，但反對派瘋狂拉布，即
使加開會議，也未必能處理所有的議程。昨日，27名反
對派議員一致要求政府調動財委會議程，押後具爭議的
項目，先處理包括瑪麗醫院重建、綜援「出雙糧」、長
者生活津貼、代繳公屋租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和公
務員加薪等沒有爭議的民生議案，並稱拉布的3名議員
已答允不會阻撓。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記者會上聲稱，財委會目前尚餘
7節會議，倘政府願意調動議程，相信有足夠時間通過
涉及民生的6項議案，即使要加開會議，民主黨也亦願

意配合。街工議員梁耀忠則聲言，政府是將民生議題作
為「人質」，迫使反對派議員通過受爭議的議案，並呼
籲政府「懸崖勒馬」，立即調動議程。

譚耀宗：日後恐變本加厲
不過，建制派議員普遍反對調動議程。民建聯主席譚

耀宗指出，任何議程的調動，都會助長拉布之風，令該
部分人以為自己的拉布戰成功，日後只會變本加厲。

林健鋒：應盡快討論表決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指出，所有議題均涉及民生範

疇，既然反對派議員批評特區政府「議而不決」，就應
盡快進行討論及表決，不要再拖拖拉拉，若時間不足，
建制派議員歡迎再增加節數，「唔能夠你哋（反對派）
話做乜就做乜，其他人做乜就唔OK。」

陳健波：正常審議可處理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及保險界議員陳健波都不支持調動

議程，以免助長拉布之風。陳健波表示，議員代表了香
港不同的社會階層，並非只得反對派，而反對派只要不
縱容其中的激進派任意拉布，並以正常的速度進行審
議，一定可以處理得到。

吳亮星：議員需考慮效率
財委會主席吳亮星表示，接獲政府通知，當局會按照
一貫做法處理問題，不會調動任何議程。被問及會否增
加審議節數，由於涉及整個委員會的決定，暫時仍然是
未知之數，但議員需要考慮「是否具效率」，倘不斷拉
布是徒勞無功的。

財經局：議案均有迫切性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言人在回應時表示，很多提交財

委會的撥款申請早於今年5月初已在「排隊等候」，而
每項申請都有其重要性和迫切性，需要財委會及早完成
有關審議工作。當局期望，財委會能夠盡速處理這些已
經積壓多時的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聲稱要與政府「全面開

戰」，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瘋狂拉布，阻礙議會進程。昨日，

他們又使出拖延招數：反對派27名立法會議員以財委會積壓大

量議程為由，聯署要求調動議程，先行處理「所謂民生議題」，

而「三堆一爐」、和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等具爭議性議案則延後

處理。不過，建制派議員反對調動議程，並批評反對派的行徑

「專橫」，圖以一小撮人「操控」整個議會的進程，「若唔夠

時間審議可以加時段，甚至通宵審議也奉陪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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