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獨」組黨 叫囂廢基本法
揚言參加9月立選 反對派有人態度曖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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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批違憲違法 不會獲港人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甘

瑜）「香港民族黨」聲言要搞「港
獨」、「脫離中國」，建制派不同政
黨均批評有關言論無知，不是白癡就
是受反華勢力操控，強調香港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指其主張違
法、違憲，不會獲得港人的支持，只
會破壞香港社會，被公司註冊處拒絕
註冊亦是理所當然。有人士還指出，
如果他們真的參選，政府應跟進其政
綱及主張等是否符合法規。

民建聯監事會主席盧文端：
這些人根本就是無知。無論歷朝歷
代，就算是回歸前的港英時代，香港都
屬於中國。全體香港人、13億身在內地

的中國人以及全球的華人都不會同意讓
香港分離出國家，所以這些人不是政治
白癡，就是受「反華」、「反共」的外
國勢力操縱，配合西方國家要搞亂香
港，從而遏制中國發展，理應是「過街
老鼠、人人喊打」。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
「香港民族黨」明目張膽地搞「港
獨」，有「搞笑成分」，其言論膚
淺，沒有評論的價值。他們說要參加
立法會選舉，那他們有沒有正式註冊
呢？他們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呢？如果他們的政綱違反了法例，我
覺得政府應該要跟進。
年輕人想要從政無所謂，但大家都

知「港獨」無出路，也不合常識。如
果你只是主張，而無行動，也不會有
太多人理會。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
香港是屬於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雖然香港有一段時間受到英國殖
民統治，但是在《中英聯合聲明》中
已明確表示，英國將香港歸還中國，
這已明顯得到國際間的認同。所以，
所謂「香港民族黨」要成立政黨，根
本沒有可能；建立「香港共和國」，
絕對不能做到。至於以「香港民族
黨」等名義去公司註冊處註冊被拒，
因為他們有分離意識，當局不接受註
冊是理所當然。

中國人不應該搞分離主義，作為中
國人也不會希望國家分裂，這些人的
這些動作，是對國家不尊重，我不能
接受。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香港民族黨」的主張是違反中國
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根據憲法列
明，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他們的主張完全脫離現實。此
外，香港人亦不是一個民族，香港人
長久以來都是炎黃子孫。
我相信這類政黨不會對其他政黨造

成影響，因為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們的主張只會破壞香港社會，不會
獲得市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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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華人都不會同意香港從國家分離出來，這些人不是政治白癡，就是受「反華」、「反共」的外國勢力
操縱，配合西方國家要搞亂香港，理應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香港民族黨」明目張膽搞「港獨」，言論膚淺，沒有評論價值。他們說要參加立法會選舉，如果他們的政
綱違反了法例，特區政府應該要跟進。年輕人想從政無所謂，但大家都知「港獨」無出路，也不合常識。

香港屬於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民族黨」要建立「香港共和國」，絕對不能做到。中國人不應該
搞分離主義，作為中國人也不會希望國家分裂，這些人的這些動作，是對國家不尊重，我不能接受。

他們的主張完全脫離現實，此外香港人亦不是一個民族，香港人長久以來都是炎黃子孫。市民的眼睛是雪
亮的，他們的主張只會破壞香港社會，不會獲得市民支持。

我不支持「港獨」，也不相信「港獨」會有市場，但若「港獨」作為討論議題亦無不可。公民黨對「港
獨」未有立場，也未聽過「香港民族黨」，想不到有何合作空間。

民主黨不贊成「港獨」，黨內也未有討論對「香港民族黨」的取態。

我毋須對任何人搞團體有看法，如果「香港民族黨」要搞「港獨」，那就看能否成事，但我不會這樣想。

我不擔心激進反對派的票源會被分薄，如果以撕裂香港和「抗外」的手段爭取訴求並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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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回覆

無回覆

早於兩星期前，facebook上已出現
「香港民族黨」的專頁，但組織

到昨日始宣佈成立，而「青年新政」召
集人梁頌恒、反對派沙田區議員陳國強
也到場支持。曾任理工大學退聯關注組
召集人的陳浩天聲稱，建黨是回應「眾
多港人」對「獨立」的「熱切盼望」，
使命是「喚醒」港人的「民族意識」，
推動「港獨」這「必然的歷史進程」。
該組織宣稱要建立「獨立和自由」的
「香港共和國」、廢除「未經港人授
權」的香港基本法。

陳浩天強撐主張無違法
對於組織是否違反香港基本法第一
條、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陳浩天聲
言組織主張沒有違法，但與香港基本
法「不一樣」。他稱自己不認同有關
條文，因香港「是從大清帝國手上割
讓予英國，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當香港開埠時，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唔知喺邊度，即係所謂細胞都未
形成」。

稱若反對派攻擊 就係敵人
被問到組織的抗爭手法，他稱，不

排除任何抗爭方式，包括議會及街頭
抗爭，若港人「人身安全和財產受威
脅」，會用「對等武力」阻止，但底
線是不會「主動」傷害他人。他又
稱，組織積極考慮派員參加9月立法會
選舉，下一步行動主要是建立更多支
持「港獨」的組織及製作文宣。
至於與傳統反對派的關係，陳浩天

謂，不想當他們是敵人，自己只想宣
揚「港獨」，「但如果佢哋攻擊我嘅
時候就係敵人。」被追問到組織會否
在選舉期間狙擊傳統反對派，他就稱
對他們「無興趣」。

梁家傑不信「獨」有市場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回覆本報查詢時
稱，個人不支持「港獨」，也不相信
「港獨」會有市場，但聲言若「港
獨」作為討論議題「亦無不可」，而
公民黨對「港獨」的立場則是「未
有」。至於該黨對「香港民族黨」的
取態，他直言「未聽過」該組織，亦
「諗唔到有乜合作空間」。

劉慧卿稱不贊成「港獨」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就稱，該黨不贊

成「港獨」，黨內也未有討論對「香
港民族黨」的取態，「傾咗再同你
講」，然後匆忙掛線。
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謂，自己不

需要對任何人搞團體有看法，「今日
民族黨，聽日民生黨，後日民主黨，
每個都要我評一評？」
他又稱，如果「香港民族黨」要搞

「港獨」，「睇吓佢搞唔搞得成，我
就唔會咁諗嘅。」對於該組織若有人

晉身立法會，民協會否與之合作，他
說這是9月之後的事。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接受傳媒查詢時

謂，不擔心激進反對派的票源會被分
薄，並說如果以撕裂香港和「抗外」
的手段爭取訴求並不健康。
本報曾聯絡工黨副主席李卓人、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及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
但在截稿前未獲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鄭治祖、陳庭佳）打正旗號鼓吹

「港獨」的「香港民族黨」昨日

宣佈成立，主張建立「香港共和

國」、廢除香港基本法，又揚言

「港獨」必然會發生。組織召集

人陳浩天聲稱，組織會支持一切

有效抗爭，並積極考慮參加9月

立法會選舉。對於與傳統反對派

的關係，陳稱對他們「無興

趣」，不會主動樹敵，「但如果

佢哋攻擊我嘅時候就係敵人。」

香港主流社會對該「港獨」黨嚴

厲批評譴責。而有反對派要員雖

稱表明不支持「港獨」，不相信

該主張會有市場，但同時稱「港

獨」可以討論；亦有人保持「觀

望」，態度曖昧。

「香港民族黨」主張及目標
主張

■建立「獨立和自由」的「香港共和國」

■捍衛港人利益，以香港人利益為本位

■鞏固「香港民族意識」，確立香港公民的
定義

■支持並參與一切有效抗爭

■廢除「未經港人授權」的香港基本法，香
港憲法必須由港人制訂

■建立支持「香港獨立」的勢力，在經濟、
文化、教育各方面成立以香港為本位的組
織和政治壓力團體，奠定「自主」的勢力
基礎

最終目標

■建立「獨立自主」的「香港共和國」，脫
離「中國殖民暴政」，令港人「重回正常
生活」

資料來源：「香港民族黨」 整理：記者 陳庭佳

隔兩星期才在復活節檔期宣佈成
立，到昨日才知召集人是退聯中人陳
浩天，昨日「蒲頭」的成員只有兩
人，陳浩天被問到成員人數、背景甚

至單位租金時帶傳媒「遊花園」……從昨日的「處子
戰」來看，「香港民族黨」帶給公眾的，應該只有一
個字：怪。

被問到其他成員為何未有露面，陳浩天稱他們不是
「驚」，「搭得呢條船就無驚過嘅」，只是「保留神
秘感」，但就謂成員已知將會承受一定後果。究竟
「香港民族黨」這條是「沉船」、「賊船」還是什麼
船，只有一眾成員明白。

將傳媒及公眾感興趣的內部事務收收埋埋，但他們
對早已講到爛晒的「港獨」主張，卻是巨細無遺地描
述出來，看來這也是他們最見得人的東西。

「民×黨」這名字在香港政界中有如「小明」般普
遍，新近成立的，除了「香港民族黨」外，更有去年
底的「香港民進黨」。後者今晚會舉行第一次會議，
且看又是否「怎一個怪字了得」。 ■記者 陳庭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被多次問到成員數目及背
景時，「香港民族黨」召集人
陳浩天昨日帶傳媒「遊花園」

後，始肯回答現時有30名至50名成員，學生約佔
一半，但始終拒絕披露其他成員的身份。他又稱
公司註冊處因「政治問題」拒絕組織註冊，組織
至今仍未有任何註冊。有律師則表示公司註冊處
拒絕接受其申請，做法合理。
陳浩天昨日稱，「香港民族黨」成員包括「比

較活躍的大專生」，也有剛工作數年的人包括專
業人士，年齡以二十多歲為主，但被問到成員數
目時，他就謂：「我唔會話有幾百啦，大家可以
睇吓呢個場地嘅佈置，我哋用咗個零禮拜裝修，
你可以想像一下唔係十幾二十個人可以做得
到。」他之後再被追問有關問題時，始肯回答現
時有30名至50名成員，學生約佔一半。
「香港民族黨」昨日只有陳浩天及一名負責聯

絡傳媒的女子出席記者會。對於其他成員是否因
害怕而不肯露面，陳聲稱：「搭得呢條船就無驚
過嘅」，並以「留返啲神秘感」為由，拒絕披露
更多成員的身份，自己則是從一間工程公司辭職
組黨。

稱有10萬資金「金主」為成員
對於資金來源，陳浩天謂，組織現有不足10萬元的資

金，而「金主」則是每名成員，由他們用積蓄支持組織運
作及總部裝修。他又稱，位於屯門一工廈的總部是租回來
的，但不肯透露租金。
他又說，曾以「香港民族黨」及「Hong Kong National
Party」名義向公司註冊處註冊，「佢哋話因為政治問題唔
畀我哋註冊」，目前正在處理，仍希望以「香港民族黨」
名義註冊。
區議員、律師陳曼琪表示，公司註冊處拒絕接受其申

請，是合法的，因為此組織宣揚港獨，已屬違法。她表
示，香港法例的《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第十條，列明
任何人企圖或準備作出煽動意圖，引起憎恨中央政府和香
港特區政府，激起對其離叛等，即屬犯罪，故「港獨」是
違法行為。
大律師馬恩國亦表示，如果他們「得個講字」，在法律

上就沒有什麼事，但如果他們煽動像旺角暴亂般的暴力事
件，或將面臨「煽動叛亂罪」的指控。

1個月內須向警申請免處罰
香港政團按慣例會作公司註冊或社團註冊，而根據《社

團條例》第五條，本地社團須於其成立後1個月內，向警
務處社團事務主任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否則每名幹事即
屬犯罪。

申
註
冊
遭
拒
無
膽
披
露
成
員

����&&

怎一個「怪」字了得
��1?1?

■梁頌恒（左），陳浩天
（右）。 劉國權攝

■■昨日香港民族黨成立舉行昨日香港民族黨成立舉行
記者會記者會。。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