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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黃
晨）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第二次審
議《國家安全法》草案，審議稿兩
度提及香港有義務和責任維護國家
安全。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表
示，現時《國家安全法》仍在審議
草案階段，並正向社會公開徵詢意
見，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任
何全國性法例如要在香港適用，需
經過一個程序，包括徵詢香港基本
法諮詢委員會，但現階段他沒有聽
過委員會曾被諮詢，並強調國安問
題根據香港法律框架處理比較恰
當。
袁國強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表

示，現時《國家安全法》仍在審
議草案階段，並正向社會公開徵
詢意見，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十八
條，任何全國性法例若要在港適
用，需經過一個程序，包括徵詢
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我沒
有聽過消息，也沒有聽過委員會
被諮詢。」

國安宜依本港法律框架處理
被問到為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抑或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加入
《國安法》較可取，他回應時指
出，香港與內地的法律制度始終不
同，以香港法律來處理比較恰當，
「香港對國家安全有一定角色，但
根據香港法律框架處理比較恰當。
在立法過程既可諮詢，又可與香港
法律配合和銜接。若然有這法例
後，在執法時，始終會由香港的執
法機關執法。」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出席公開

場合時則表示，香港作為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是無可厚非，但
根據香港基本法，有關法律是通過
特區自行立法，全國性法律不會自
動在港實施。

潘逸朗「詐」未投票圖阻城大退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城市大學

學生會「退聯公投」又現波折！學生會評議會
昨日凌晨2時公布，由於仲裁委員會於是次
「公投」點票後的24小時內，收到一項由基本
會員提出之投訴，故「退聯」結果暫時未能生
效。有關投訴由學聯前常委、城大學生會前外
務副會長潘逸朗作出，他投訴因會員名單上沒
有其記錄，令他未能投票。不過，消息一出，
馬上有網民指潘逸朗日前曾向媒體表示自己已
投票，質疑其是學聯「老鬼」故意節外生枝。
潘逸朗則未有回應本報查詢。

日前曾稱「投票反退聯」
據城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於其facebook專頁

透露，潘逸朗稱自己為基本會員，但打算就
「退聯公投」投票時，因為會員名單上未有他
的名字而未能投票，故向仲裁委員會作出投
訴。不過，有網民留言指，潘逸朗日前接受媒
體訪問時，表示自己「投票反退聯」，質疑他
「車大炮」；另有人揶揄他只是一時忘記自己

曾接受訪問，嘲諷他「一定唔係有心呃人」；
也有人指即使多他一票，對結果亦無影響，做
更多「小動作」也無用。
而城大全民投票專責委員會副主席劉嘉熙昨

回覆本報查詢時則證實，名單上確實沒有潘的
名字，「至於他為何私下會這樣對記者說（投
票反退聯），我們就不得而知。」他表示，由
於委員會是按名單辦事，故沒有讓潘逸朗投
票。就名單為何出錯，劉嘉熙則指要再了解。
據悉，城大學生會會員名單只有會長一人可

獲取，故事件是否與曾不肯加簽「退聯公投」
而屢被批評的學生會會長朱國智有關，現仍不
得而知。本報昨曾就事件向朱國智查詢，但未
獲回覆。

歐仲平：差一票不影響
對於「退聯」再現波折，城大退聯關注組成

員歐仲平就表示，不知加以阻撓的人有何用
心，「但今次是大比數贊成『退聯』，即使再
投一次，也不會有影響，也不差那一票。」

■潘逸朗被指節外生枝，卻未回應查詢。圖為日前城大「退聯公投」情
況。 莫雪芝 攝

長毛拉布「亂屈」主席批無「備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法會昨日審議
財政預算案修正案，討論
「拉布四丑」提出的逾千
項「垃圾修定」。反對派
繼續「亂噏廿四」，無端
宣稱個人遊政策令香港承
受力受壓，要求削減旅發
局在內地推廣香港的開
支；又質疑通訊事務管理
局辦公室，在香港電視網
絡採用流動電視制式爭議
上不公道，要求削減其開
支云云，不斷製造無聊議
題瘋狂拉布。
立法會昨晨續會，審議財政預算案八場辯

論的第五場，討論反對派就經濟發展、工商
事務、財經事務、資訊科技及廣播、海運及
空運項目提出的合共125項「垃圾修定」。
會上，「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揚言，因

應民航處縱容航機噪音超標，處方是為航空
公司「打工」，又與航空公司組「私人俱樂
部」，令外界難以掌握內部運作，並宣稱民
航處「朋黨包庇」風氣嚴重，成立「小圈子
王國」，提出要削減民航處處長羅崇文薪
酬。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又揚言，個人遊政

策備受批評，令香港承受力達至極限，政府

亦表明調整個人遊政策，但旅發局仍增加在
內地推廣開支，要求削減相關開支。

議會內「踩界」爆「粗」
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則「踩界」大講「粗

口」，揚言認證產業是六大「冚家」產業之
一，「即係全家都可以做」，並宣稱創新及
科技局令認證產業「萎謝」，「六大產業政
府有邊樣做過？」其間，主席曾鈺成多次警告
梁國雄回歸正題，批評他未為發言做好準備。
惟梁國雄「死撐」稱：「講天下所有修正案，
天下之大，無所不包。」雙方一度爭論。
立法會昨日下午休會，仍未完成第五場的

辯論，預計整場討論最少長達14小時。

■立法會財委會昨日繼續受拉布影響，林健鋒在會議上顯得頗為
勞氣。 梁祖彝 攝

挺通過政改民意續佔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支持2017年行
政長官普選方案的民意比率始終佔優。有線電視
昨日公布的政改民調顯示，46%受訪者支持立法
會通過政改方案，較兩周前的同類調查微跌3個
百分點，反對率則有39.8%，「未決定或無意
見」者佔14%。
有線委託CSG市場研究中心進行民調，在4月

30日至5月7日，成功以電話訪問了1,004名市
民。調查顯示，倘中央「承諾」落實2017年普選
後，將來可以改進，支持政改的民意會提高至
58.4%；若中央「承諾」取消2020年立法會功能
界別，支持率達55%；若將「公司票」改為「個
人票」，支持率則達53.4%。
此外，34.9%受訪者認為倘特首普選方案被否

決，反對派需負上最大責任；認為中央及特區政
府要負責任者，分別佔24.8%和24.1%。

李華明以黨職反對「辭職公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民主黨「超級

議員」何俊仁早前揚言計劃策動「辭職公投」，
民主黨成員李華明昨日質疑「辭職公投」勞民傷
財，「現時距離下屆立法會選舉僅剩一年多，不
利進行『辭職公投』。再者，何俊仁的議席涉及
『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情況複雜。『辭職公
投』或會傷害民主黨，我是表示反對的。如果建
議最終獲黨大會通過，我難以繼續擔任黨的籌委
會主席。」

葉太：特首候選人應具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民黨主席葉

劉淑儀與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昨晚出席電視節
目辯論政改。余若薇聲稱，提名委員會由中央
「操控」、「篩選」，但葉劉淑儀反駁指，由
500萬市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候選人，提名
委員會必須提名一些「electable（具資格）」、
面對群眾的人，而非隨便選出「大老闆」的代
言人。
葉劉淑儀表示，任何選舉都有「篩選」，美國

總統選舉亦「篩剩兩個黨」，重申目前最重要是
踏出第一步。她強調，中央不可能就政改讓步，
「如果中央可以讓步，早就讓了。」對於近日有
民調顯示，倘政改方案將「公司票」改為「個人
票」，支持政改的民意可提高至七成，葉劉淑儀
認為，建制派未必會同意改動提委會的組成，短
時間內亦不可能做到，但不排除將來可繼續優
化。
對於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日前指，「反共」

的人不能成為特首候選人，葉劉淑儀認為是董建
華的個人意見，指自己從未聽過有負責政改的中
央官員表示，「反共」者不能「出閘」。她指根
據國際人權公約，不能因政治立場「篩選」參選
人，「我知中央亦不會這樣做。」

須能與中央溝通了解國情
節目中，主持人多次問到余若薇會否參選特

首，余一直未有正面回應，只稱「不是討論人選
的問題」，但當主持人再次追問時，余終於「避
無可避」：「沒有這個打算。」葉太則拒絕回應
會否參選，「不答個人問題」，認為應把討論重
點放在制度上，而非人選。她又強調，特首要對
中央及香港市民「雙問責」，「同中央溝通、了
解國情是十分重要。」

各界批中大學生會污衊駐軍
《環時》社評：敵視態度「好不自重」指部分港青遭洗腦反國家

解放軍駐港部隊原定昨日訪問中大，與學生舉行講
座、球賽等聯誼活動，並與校長沈祖堯餐敘。不

過，中大學生會日前發聲明，聲稱反對中大「向中共政
權獻媚」、「打壓院校自主」，部分校友亦發起聯署反
對。沈祖堯前日指，由於籌備過程中出現「溝通問
題」，部分人誤以為是政治活動，經與解放軍協商後決
定延遲舉行活動。

學生表現荒唐不知天高地厚
《環球時報》昨日以「污衊解放軍的港中大學生會好
不自重」為題發表社評，批評中大學生會以敵視態度對
待駐港部隊，「很讓內地人驚訝，他們的這一態度與國
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精神都是對立的，這是一種荒
唐、不知天高地厚的表現。」駐港部隊自2007年至
今，先後到訪港大、科大、城大等多間大專院校，從未
有抗議發生。
社評認為，此事讓人看到香港教育存在深刻問題，部
分青年學生被灌輸了某些反國家且歇斯底里的東西，
「他們因被洗腦而走到了時代的對立面，這對香港的未
來是一種危險，對學生們自己也非常有害。」 社評又
指，少數港青近年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搞「逢中必

反」的把戲，「他們都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有多可
笑。」
社評又指，解放軍過去18年從未介入香港事務，與

香港市民的所有接觸都是友好聯誼，未主動挑起任何衝
突。但少數香港年輕人近年向解放軍挑釁，發生了擅闖
軍營事件，中大學生會現在又對解放軍惡語相加，「這
種動向決非顯示了鬧事者的自尊，而是他們價值混亂、
思想偏執且短視的表現。」
社評相信，對解放軍有嚴重不恭和冒犯行為的香港學

生未來回首往事時，大多數人都會了解到自己當年幼稚
和「犯渾」的程度。
中大學生會會長王澄烽昨日回應時聲稱，《環球時

報》的社評是「無私顯見私」，可見解放軍到訪中大，

並非如校方所講「不存在政治含意」。

蔣麗芸對校方延遲活動失望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昨日在facebook表示，對中大延遲

活動感到痛心，「大學是一個讓年青（輕）人在正式踏
入社會之前增廣見識之地，校長及導師有責任給予機會
及鼓勵學生接觸各方各面，但今次沈祖堯校長的決定令
我這中大舊生很痛心，好失望！」

曾鈺成質疑學生誤解「統戰」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認為，聯誼活動都要雙方有意願才
能成事，不會強加於對方，但他質疑有關學生是否了解
何謂「統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解放軍駐

港部隊原定昨日到訪香港中文大學，與學生

舉行聯誼活動，但中大學生會聲稱不滿被

「統戰」，中大校長沈祖堯最終決定將活動

延遲舉行。內地《環球時報》昨日發表社

評，批評中大學生會污衊解放軍駐港部隊

「好不自重」，以敵視態度對待駐港部隊，

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的表現。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中大舊生蔣麗芸表示，對沈祖堯的

決定感到非常痛心和失望。

■《環球時報》指，駐港部隊自2007年至今，已先後到訪多間大專院校，從未受到抗議。圖為駐港部隊年前參
觀港大，獲學生熱烈歡迎。 資料圖片

江玉歡批反對派包庇「佔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本報日前率先報道金鐘「佔領者」
明目張膽在立法會外蓋建木屋，但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竟以「需
要進一步觀察」了事。法律界人士江
玉歡重申，土地《雜項條文》條例香
港法例第二十八章對非法佔用公地問
題有所管制，立法會亦於今年2月6
日通過在去年7月初提出的修訂，大
大提高相關罰則，以阻嚇非法佔用問
題，促請反對派議員不應因政治立場
偏袒違法行為。

促查立會外搭帳篷建木屋
江玉歡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去
年「佔領」行動後，立法會外架起
的帳篷數目有增無減，強調法治制
度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但一場
政治運動令香港淪為一個有法不依
的城市，令人感到惋惜。她促請政
府立即展開調查，向大多數守法的
香港市民作出一個交代。

江玉歡強調，任何人士非法佔用
政府土地，都必須正視和依法採取
執法行動。根據土地《雜項條文》
條例香港法例第二十八章第六條，
如有未得到許可證、撥地契據或撥
地備忘錄而佔用未批租土地的情況
出現，地政總署署長或食物環境衛
生署署長有權安排張貼通知，勒令
在指定日期前停止佔用土地。若有
關使用者未有遵從通知停止，則署
長可驅逐佔用人及接管該土地上的
任何財產或構建物。
該條例第六(4)條亦指明，任何人

在無合理辯解下，沒有遵從署方發
出的清理通告，即屬犯罪，首次被
定罪可罰款50萬元及監禁6個月，
如屬持續罪行，則每天可罰款5萬
元。而根據條例4A及4B條，任何
人參與非法搭建工作或安排或指示
在未批租土地上建造構築物，該人
亦屬犯法，可判最高罰款50萬元及
監禁6個月。

■「佔領者」在立法會外搭建大量帳篷及搭建木屋。 鄭治祖 攝

戴耀廷稱將參與圍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民陣」日
前聲言，會在立法會討論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時包圍立法會。「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
廷昨日稱不會再發起「佔領」，但聲言「三
丑」一定不會缺場。

戴耀廷在昨日播出
的電視訪問中稱，不
會再發起「佔領」，

而「三丑」已經完成歷史任務，回復個人身
份。他又稱若方案遭否決是在預料之內，集
會只有表態作用，而是否由「三丑」號召及
其作用也未能肯定，「不過我諗我哋唔會缺
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