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進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黃毓民昨日在港
大公開論壇上討論
「港獨」時，聲稱自
己「唔係主張『港

獨』」，但又不斷對「港獨」言論和行為
表示「敬佩」，又對自己和其他反對派成
員多年來「不敢否定香港基本法和中央政
府」表示「失敗」和「慚愧」。他聲言，
自己要追隨現時鼓吹「港獨」的年輕人。

黃毓民昨日在論壇上承認，自己「做咗

咁多年」都是失敗，但他又難忘自己的
「光輝歲月」，多次重複自己是第一個在
立法會提出「全民制憲」的人。他不斷為
煽動「港獨」的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
和成立「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背書，對
這些「年輕人」的「勇氣」和「幹勁」表
示敬佩。

他又謂，自己在觀望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用哪一條法例拘捕陳浩天，因為只有出現
主張「港獨」的「政治犯」，「港獨」才
會有「契機」云云。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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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獨物」忽然捧起「小獨青」

台「獨梟」來港播「獨經」
鄭松泰借勢煽推翻港府 政界籲大眾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港獨」分子近日開始勾連
外部勢力，妄圖推動「港獨」。在香港大學昨日舉行的一個論壇
上，「台獨」學者梁文韜，就聯同聲稱會參與今年立法會換屆選
舉的「熱血公民」成員鄭松泰，及激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
大力鼓吹「港獨」。梁聲稱，中央恢復行使香港管理權是「強
權」對「小國」的入侵和霸佔。鄭松泰就引用針對特區政府官
員的失實報道，大言不慚地稱香港人就此可以「推翻香港政
府」。兩人在場上臭味相投，稱「港獨」和「台獨」應互相推
進。政界人士批評，「港獨」、「台獨」分子合作明顯較前緊密，
將損害香港以至台灣人民的利益，各界必須警惕（見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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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港獨」
無疑已違反了香
港基本法，法律
界人士認為，在
香港本地法例

上，執法部門可以《刑事罪行條
例》起訴有關人等。法例的第九、
第十條把具有煽動意圖的行為或發
表煽動文字，處理和管有煽動性刊
物，包括企圖、籌備或串謀作出煽
動性行為，定為刑事罪行，初犯可
被判監禁2年。律政司日前發表聲
明，強調任何「港獨」言行違反香
港基本法、危害香港穩定繁榮、損
害廣大香港市民的利益，特區政府
將依法處理。

違反基本法
序言：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

領土，……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
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

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
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
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
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
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第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
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

違反刑事罪行條例
具體可處理「港獨」問題的，則

為《刑事罪行條例》：
第十條規定：
任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

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
的作為；或發表煽動文字；或刊
印、發佈、出售、要約出售、分
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或輸入

煽動刊物，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
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2年，其後
再被定罪可處監禁3年。

第九條則列出「煽動意圖」的定
義，包括：

引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
府、特區政府或中國其他地區的政
府的憎恨或藐視，或激起對其離
叛；

激起中國人民或香港居民企圖不
循合法途徑改變依法制定的事項；
或

引起對香港特區司法的憎恨、藐
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或

引起中國人民或香港居民的不滿
或離叛，或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
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或煽惑他
人使用暴力，或慫使他人不守法或
不服從合法命令。

任何具有這些意圖的言論和文
字或作為，都屬犯法。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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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大舉行的「『港獨』與『台獨』：
公投制憲與獨立的關係」論壇上，在

香港出生的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梁文
韜，昨日在該論壇上雖承認，中國是聯合國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可能讓台灣、香
港或任何中國國土「獨立」，但他仍然死撐
稱「台獨」是有可能的，稱只要發生「中共
內戰、中日大戰或中美日大戰」，「當有戰
亂的時候，台灣人民絕對有權利宣稱他們要
成為『中立國』，被全世界承認。」

鼓吹港人否定聯合聲明
他更為「港獨」出謀獻策，稱香港要「獨
立」就是要完全否定《中英聯合聲明》的正
當性，因為「英國人無權不經香港人同意把
香港交給中共」，又不知所謂地稱，新界是
英國租的，所以可以「獨立」。
對於香港因有內地供水才有足夠淡水這
一事實，擁有台灣居民身份的梁文韜並不
理會香港人死活，煽動說世界上很多國家
的面積和人口都比香港小，故香港沒有內

地供水也沒問題。他又故意挑起社會矛
盾，稱香港樓價高是因「貪官」抬價，以
鼓吹香港青年參與「港獨」。

扭曲「限奶令」是陰謀
鄭松泰與梁文韜「惺惺相惜」。他稱「獨

立」是「現代政治實體發展的過程」，又聲
言香港人應有自立、自主的權利。他又將特
區政府為保障港人利益而頒佈的「限奶令」
歪曲成「政府先製造出奶粉荒」後的合作。
為進一步煽動在場青年的反政府情緒，鄭松
泰利用早前對特首梁振英以「特權」迫機場
人員為女兒違規送行李的失實報道，來證明
香港有「特權階層」，更聲言香港人就此便
可以下犯上，「推翻香港政府。」
鄭松泰更妄稱，以往討論香港作為「一
國兩制」模板，讓台灣去跟，現在討論
「港獨」如何走，是影響「台獨」發展，
故推進「港獨」，「台獨」必然有動態變
化。梁文韜回應稱，「未來台灣第一個邦
交國我希望係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
森）鼓吹「港獨」的激進「本土
派」近期頻頻勾連煽「獨」的外部
勢力，包括「藏獨」頭子達賴喇嘛
及「台獨」中人，令人擔心。政界
中人指出，「台獨」分子早就想染
指香港，通過與「港獨」分子合作
增強力量，挑戰「一國」，勢將貽
害香港和台灣。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
世界各地年輕人都流行反叛，已成

為風尚，就係你話東，我話西，你話
南，我話北，有時不一定與政治背景
有關，也有一些有政治背景的人別有
用心，在香港搗亂，正常潮流和輿論
都受到衝擊，香港目前經濟環境不
好，不希望這些人再添煩添亂。
特區政府管治當然存在若干缺

點，但全世界的政府亦並非非常清
明，一定可以找到很多差錯，好似
學生要找到老師說錯話，好容易！
因此，無必要將若干矛盾誇大。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台獨」分子來到香港，無非是

為了和「港獨」分子連成一線，增
強他們力量。無論是「台獨」還是

「港獨」，都超越了「一國兩制」
底線，對台灣和香港都沒有好處，
甚至有如「自殺」。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
「台獨」分子早就想染指香港。

我早幾年前就已經在立法會大會上
提過，他們想推動香港有組織地進
行「港獨」，讓香港更難落實「一
國兩制」，損害香港利益。
台灣始終都要回歸祖國。這些

「台獨」分子很陰毒，為了阻止台
灣回歸，就想通過搞亂香港，令香
港不能成為回歸的範例。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
鼓吹「港獨」是陷香港於絕境。

「台獨」分子來港講「港獨」，香
港人應該「睇清睇楚」，這是對香
港非常不利的。台灣與香港不同，
他們沒有基本法，他們喜歡說什麼
是他們的事，但香港受基本法管
治，他們把自己的理念宣揚到香
港，然後抹腳走人，是害死香港。
我極之不歡迎他們來。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我希望台灣的政治勢力不要介入

香港。「台獨」本身就是不容許
的，本身也在台灣變成禁忌。他們
想改善兩岸關係，故已不敢明目張
膽講「台獨」。「台獨」分子不敢
明目張膽在台灣講，就來到香港
講，更公開支持「港獨」，證明現
時香港的激進力量和台灣這樣的外
部勢力勾連。
「台獨」分子蓄意要令香港面

對「一國兩制」危機，試圖令部
分港人超越「一國兩制」底線，
將令香港面臨很大政治風險。他
們搞自己好了，香港不歡迎他
們。至於「港獨」言論，去沙漠
講沒有問題，但不要在市區講，
這會嚴重影響中央和香港的關
係，破壞「一國兩制」，即是打
爛香港人的飯碗。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台獨」分子現在是兩邊一起

做：香港有不少激進反對派議員
長期去台灣「取經」，和「台
獨」分子有緊密交往；「台獨」
分子就將推動「台獨」的手法整
套搬來香港，和「港獨」勢力結
合搞分離活動，這是他們由始至
終的策略。

煽「港獨」犯刑事有法依

英外相訪港指「港獨」非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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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言論圖守株待兔？

■ 香 港 特
首 梁 振 英
（ 右 ） 與
英 國 外 相
夏 文 達 會
面。

「台獨」講了多
年，在台灣還是沒有
市場，就連民進黨主
席蔡英文亦不敢公然
支持「台獨」，更聲

言要「尋求平衡點」。奇怪的是，在台
灣搞不成的「台獨」，轉攻香港市場之
後，竟然還真的有人將它視如珍寶，更
請有關學者到香港院校參加論壇。彷彿
只要在異地複述一遍，即使港人絕大多
數都認為「港獨」不可行、亦不可接
受，即使香港的社會環境跟台灣根本不
一樣，「台獨」言論還是可以像咒語般
靈光，還可帶動「港獨」的發展。

或許是羨慕古人守株待兔的行為竟可

成為流傳千世的成語，往台灣發展的失
意學者，昨日在香港大學發表「等待」
中共內戰、中日大戰等說法，去讓「台
獨」、「港獨」成功，單是當中的天
真，已足夠令人震驚，已沒人留意其壞
心眼了。

個別人的痴人說夢，的確是無關緊要
的，但集合一小撮人煞有介事地舉辦
「夢囈大會」，把別人不值一哂的「垃
圾言論」奉為自己的「至理名言」，就
很容易淪為兩岸四地，甚至國際間的笑
話了。這亦令人慨歎，香港龍頭大學的
學生會，竟然認為有參考和討論的價
值，未知港大還剩多少聲譽，供他們繼
續揮霍？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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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夏文達
（Philip Hammond）昨日抵達香港。他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強
調，所謂「港獨」這條路「並不是一個選擇」，「（上世紀）80年
代回歸前，我們已研究過這個問題，結論是『獨立』對香港並不是
可行的選擇。我們仍然相信『一國兩制』才是香港的正確道路。」
香港是夏文達東亞之行的首站。英國外交部稱，今次為5年來

首次有外交大臣訪港，夏文達將在此行重申支持香港高度自
治，享有權利及自由，及對《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昨日下
午，夏文達在禮賓府與香港特首梁振英會面。梁振英向他介紹
香港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最新情況，又期望香港和英國能夠

在不同範疇繼續加強交流和合作。

指港成功靠「三要素」
夏文達此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法治精神是一個開放、公

平社會的基礎。香港的成功源於獨立的司法體系，以及對人權和自
由的尊重。儘管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大多時候運轉正常，但最
近發生的『書商』（指銅鑼灣書店）案件引發了普遍關注。」他聲
言，英國「有義務」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司法獨立，稱這對香
港、英國也有利，故他在與梁振英會面時，強調香港「一國兩制」
和「重啟政改」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