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阻止「港獨」分子做議員 法律有三關市民有責任
多個鼓吹「港獨」的政團組織計劃在9月出選立法會，並公開以「港獨」為競

選綱領。必須指出的是，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港獨」分子絕

不可以成為立法會議員。雖則二十三條尚未立法，但現時法律上依然至少有三關

阻止「港獨」分子成為議員。一是《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不應也不會准許

「港獨」組織註冊，意味這些組織是非法組織，既是非法組織自然不能參選。二是

「港獨」分子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等罪行，如果律政司作出檢控，他們也難

以參選。三是發假誓是刑事行為，試問「港獨」分子如何宣誓效忠基本法？當然，

人大甚至可以就「港獨」問題進行釋法。不過法律雖有三關，但只是揚湯止沸，不

如釜底抽薪，為了香港的穩定繁榮，市民有責任以手上一票阻止「港獨」分子以至

縱容「港獨」的反對派人士進入議會，這是市民的責任，也是市民的利益所在。

不能否認的是，根據剛過去的新界東補選結果，有部
分鼓吹、支持「港獨」人士成功當選立法會議員。現在
的問題是，如何對待這些鼓吹「港獨」的人士？儘管現
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未立法，但不代表現行法律對於
「港獨」分子沒有制衡。

「港獨」組織絕不能註冊
首先，現時所有鼓吹「港獨」的政黨組織，都需要根

據《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進行註冊。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早前已指出會從四方面，包括《社團條例》及
《刑事罪行條例》等研究「港獨」是否違法。顯然，如
果一個組織的成立目的，是要推動「分裂」、「獨
立」，甚至如「香港民族黨」等揚言不排除採取「革
命」手段，這已經觸犯了有關法例，特區政府絕不可能
讓這些政黨組織註冊為合法的社團或公司。就等於美國
不可能容許鼓吹「各州獨立」、支持「ISIS」的組織註

冊一樣。基本法保障市民的言論及結社自由，但這在國
際公約中都不是絕對權力，都需要附有特別責任及義
務，如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因此，這些政黨組織
根本不可能註冊，即是他們屬於非法組織。既然是非法
組織，又怎可能參選？
而且，「港獨」違憲違法，當中既違反基本法，也涉
嫌觸犯各條刑法。現行的香港法律已有制裁煽動分離言
行的條文。例如，《刑事罪行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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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煽動意圖不一定要有具體的行為
才算犯罪，即使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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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屬犯
罪。以此標準去衡量「港獨」政黨組織，已構成犯罪行
為。目前只待律政司完成檢討研究，相信就可以作檢
控。有法律人士指出，由於香港缺乏案例，有關檢控未
必能夠成功。但這絕不是不作檢控的原因，相反，如果
香港法院最終真的判「港獨」無罪，中央也可作出「釋
法」，以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

釜底抽薪用手上選票趕走「港獨」分子
同時，根據基本法第10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在就職

時必須依法宣誓。《宣誓及聲明條
例》對於議員的誓言更有明確的規定：
「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定當擁
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服務。」必須指出的是，宣誓及誓言內容絕非只是行
禮如儀，而是有法律效力。如果有「港獨」分子真的成功
當選，但他拒絕宣誓，則未能成為議員。如果他宣誓效
忠，但其政綱及倡議又與基本法相違背，等於是發假誓。
在香港，發假誓是刑事行為，理當作出追究。
通過法律措施打擊「港獨」是理所當然，但更重要

的還是採取政治手段。「港獨」分子及反對派人士，
利用一些市民對社會存在的怨氣，大肆煽動「港
獨」、「建國」以至「自決」，欺騙入世未深的青
年，以作為其撈取選票的棋子。「港獨」是一條死
路，是一個假議題，利用「港獨」來騙選票，其心可
誅、其行可恥。對於「港獨」歪風，與其揚湯止沸，
不如釜底抽薪，廣大市民應該用好手上一票，阻止
「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這既是每個愛香港市民的
責任，也是廣大市民的利益所在。

20162016年年55月月1212日日（（星期四星期四））A16 文 匯 論 壇■責任編輯：王曦煜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別
讓
「
港
獨
」
思
潮
成
為
頑
疾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陳偉業陳志全無事生非自取其辱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下星期訪港，特區政
府於下星期三晚上舉行晚宴，邀請出席嘉賓當中包括
反對派議員。然而，「人民力量」的陳偉業和陳志全
卻無事生非，指邀請函附上確認身份回條，要求填上
中英文姓名、身份證號碼、電話、地址、6個月內的
近照等個人資料，並要求簽名確認。他們指這是對他
們「不敬」，「是對民意代表的一種侮辱」，接受邀
請的話便是自貶身價，所以他們將不會接受邀請云
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沒有人要侮辱陳偉業
和陳志全，只是他們無事找事，自取其辱。兩人以為
搞一些小丑鬧劇就可以譁眾取寵，拉抬疲弱的選情，
卻反而自暴其醜，看來，兩人在立法會也是時日無多
了。
陳偉業與陳志全指邀請函要求他們填上個人資料，
是對他們「不敬」，根本是睜眼說瞎話。特區政府
或是私人機構發出的邀請函，例如每年7月1日回歸

慶典的升旗禮及酒會等，都會要求受邀人士填上相關
資料，以便核實身份。出席官方活動如是，出席私人
活動如是，並沒有什麼出奇。況且，這次是國家領導
人訪港，為了更好地安排，也是為了保安上的需
要，要求受邀者填上更詳細的資料，甚至附上近照
也是很正常的事。建制派人士受邀同樣需要填上有
關資料，並非刻意刁難陳偉業、陳志全，何以他們
反響如此激烈？
其實，兩人發難的真正原因，不在於要他們填上資

料，而是為了借機做騷，顯示自己「堅定的立場」，
比黃毓民、比其他本土派更加堅定。但同時，這次張
德江訪港主要聚焦經濟發展，並非為政治而來，他們
如果不出席又說不過去。於是才想了這條「爛計」，
將填資料這樣的小事借題發揮，上升至所謂侮辱的程
度，繼而作為他們不出席的理由，完全是無事找事，
盡顯這些反對派政客的不堪嘴臉。

張德江此行反映的是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重視，
希望香港可以在「一帶一路」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為香港尋找出路，這符合香港利益，也得到廣大市
民的認同，反對派要攪局根本出師無名。現在，特
區政府不過是善意邀請反對派議員出席晚宴，增加
彼此溝通，但反對派仍然要攪局，拒絕認真交流會
面。這說明什麼？說明反對派才是香港社會對立的
真正元兇，他們總是批評中央、特區政府拒絕溝
通，但每當中央及特區政府伸出橄欖枝之時，反對
派每次都是第一個關上溝通大門，政改如是、現在
也如是。陳偉業、陳志全的行為不過再次暴露反對
派的真面目而已。
不過，說到最可笑的還是陳志全，他竟指晚宴只是

宴會，並非公務，立法會會議時間已不夠用，若下星
期三的立法會會議真的為配合晚宴而要提早散會，公
眾會認為做法不合理云云。首先，國家領導人訪港極
為罕有，立法會會議稍作調整配合也屬情理之中。至
於陳志全如果這樣重視開會，他又為什麼不斷拉布製
造流會，而他自己又經常不出席會議？現在竟然說為
了開會而不去晚宴，這不是自取其辱又是什麼？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掀「一帶一路」大潮席捲「港獨」泡沫

在香港政局混亂、「港獨」猖獗，經濟低迷不振，社
會處十字路口之際，張德江委員長將於下周蒞臨香港出
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香港有幸舉辦此一高峰論
壇，證明國家有信心、有能力確保香港「一國两制」方
針不走樣、不變形；表明中央對香港特殊地位的重視和
愛護。這是對「港獨」分子分裂國家和不斷攻擊行政長
官、「拉布」阻撓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有力回擊。
讓我們乘此良機，掀起「一帶一路」大潮，席捲「港
獨」成泡沫。

為香港開拓廣闊天地
首先，我們須乘「一帶一路」大潮，實現華麗轉
身，消除「本土」的分離割斷謬論。「一帶一路」戰

略舉措既為中國「走出去」擴展巨大空間，也為深化
改革開放開拓新天地，更為巨額資金和中國產品的
「供給側」找到了出路，帶動全球「半邊天」發展中
國家和發達國家合77個與中國一起前進，擺脫美國
的圍堵和封鎖。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作為在全
世界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必然在這
個「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機會處處。「港獨」分子的
「本土」論，既割斷了香港與國家的血肉聯繫，更堵死
了香港發展的源頭活水，完全是自掘墳墓的主張。香港
只有乘「一帶一路」大潮揚帆出海，才能高唱船歌，犁
一海金波，載一船銀光，歌偉大的收穫。
實際上，香港有五大優勢參與「一帶一路」，在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作出應有的貢獻。首先是

金融市場領域的優勢，二是跨境人民幣方面的領先地
位，三是香港具國際自由港優勢，四是具產業跨境轉移
與基礎設施建設經驗，五是香港具國際化人才和多元文
化優勢。香港融匯中西語言和文化，是多信仰、多宗
教、多文化之城，百年「自由港」造就了大批國際金
融、法律、貿易慣例人才，香港為「一帶一路」起的作
用沒有一個城市能够比擬。

以發展經濟擺脫政爭
參與「一帶一路」大戰略，可幫助香港擺脫無謂的政
治爭拗，消除「港獨」於經濟大潮之中。「一帶一路」
的要義是共同振興經濟，共同富裕，構建金融、貿易合
作共同體。香港從來都是商業、經貿城市；香港早具經貿

「三同五通」之條件和特色；而按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得主佛利民所指世界城市五大特徵：是全球經濟體系節
點、是全球資本匯聚地、經濟和社會高度交融、控制全球
資本能力、文化包容非政治城市。今反對派及「港獨」分
子要改變香港國際城市地位，令她成終日爭吵、騷亂、暴
動之地，甚至孳生恐怖主義，我們豈能答應？
香港必須乘張德江委員長來港出席「一帶一路」高

峰論壇東風，把注意力集中到討論和參與「一帶一
路」中來。去年7月，張委員長在接見香港中華總商
會和民建聯訪京團時，重申中央對港「五個始終堅
持」，指明「後政改」航向，要大家擇善固執，擲地
有聲的話語開拓了香港視野。是的，「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一帶一路」戰略部署，是習主席經
天緯地之舉。清代譚嗣同在《仁學》曰：「苟民智大
開，方將經天緯地，酬酢萬物之不暇，豈暇事此繁縟
之衣冠？」找準了定位，乘「一帶一路」大潮，豈有
閒暇去理會「港獨」之泡沫呻吟？就讓他們如垃圾一
併被潮水捲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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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須進行到底

5月9日「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發聲，給市
場把脈、定調。第一季度的經濟形勢，凸顯國民經濟
回溫走暖的趨勢，但並非樂觀主義的「陽春」。「權
威人士」明確定調，中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
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走勢。而且明晰，L型是
「階段」而非「一兩年能過去的」。供給側改革必須
要有篤定的決心，政策面不能搖擺不定。
這是有的放矢。從去年到現在，調結構與穩增長的
砝碼在政策與市場的天平上，是不穩定的。股市和匯
市的動盪不安就是明證，一直到今年年初，不僅中國
內部市場失去了市場節奏感，外部市場也對中國經濟
失去了信心，還引發了國際投機資本對人民幣的做空
覬覦。

穩定市場的預期管理
去年，無論是貨幣政策、股市改革還是利率、匯市

市場化改革，都呈現出多工具、大開合的態勢。改革
的成果彰顯（如利率市場化基本完成、人民幣納入
SDR貨幣籃子），市場漣漪震盪的形勢也很強烈，
尤其是股市、匯市突破了中國市場自娛自樂的藩籬，
融入了全球化且形成了影響美聯儲和新興市場的新動

力。但是政策面在內外市場緊盯股市、股市表象的情
勢下，還是表現得有些慌亂。穩增長的壓力，也促使
傳統的投資型增長回潮，給內外市場造成了一定的錯
覺：調結構的改革被股市、匯市的「救火」所掩蓋。
「權威人士」對此有了「穩政策」的表述，也即首

次出現的「預期管理」，強調政策要穩定符合市場和
民眾的預期，宏觀政策不能搖擺，否則「市場就會擔
心遲疑、無所適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調結構的改革具體化為供給側

改革五大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
本、補短板。應該說，這是中央年內的戰略性定調，
從決策到執行再到市場，都應圍繞五大任務展開供
給側改革。
「權威人士」這裡專門提到樓市去庫存。今年樓市

去庫存，中央層面出台了首付、公積金、商貸等相關
優惠措施，而且也考慮到了不同城市的分化性措施。
但樓市去庫存未能激活庫存壓力最重的三四線樓市的
購買力，但是卻在一線和部分二線樓市形成了泡沫化
跡象。甚至出現了首付貸這種引發美國次貸危機的加
槓桿模式。去庫存政策的定向性效果不好，卻造成了
市場紊亂的預期效果，恰是「權威人士」批評的「一

驚一乍」和「半夜雞叫」。給熱火的樓市降溫，「權
威人士」發出了民眾的心聲，去庫存不是為了去而
去，而是必須回歸房子是人住的這個關鍵。再如去產
能，不能動不動就「債轉股」、不要搞「拉郎配」式
重組。穩定人心和就業的前提下，有些不合時宜的
「殭屍企業」，就應在市場機制的大浪淘沙中破產。

改革不能搖擺猶疑
供給側改革不是概念也不是口號，而是化解宏觀

經濟沉痾的戰略手段，必須避免短期化和不適度，
防止以穩增長為由而重蹈舊周期的老路。供給側改
革，既要明晰中央決策的戰略思路，又要在完成五
大任務的同時，讓股市、匯市和樓市「回歸到各自
的功能定位」，順應市場機制而不被市場表象牽
鼻子走。
全球經濟新平庸時代，主要經濟體都表現出足夠的

政策定性。美國經濟復甦從跡象到趨勢已經兩年有
餘，但是美聯儲加息預期依然維持謹慎姿態。日本和
歐洲央行，則堅持寬鬆放水的貨幣政策。中國供給側
改革，更為艱難和複雜，改革的方向和決心不能有絲
毫的搖擺猶疑。

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五一節」在中國與眾不同

剛剛過去的「五一」國際勞動節，一如往年，世界
各地各大城市都出現工人的遊行示威活動，甚至爆發
罷工來「迎接」、「慶祝」這個勞工大眾的節日，香
港也不例外。
唯獨在中國內地，每年「五一」勞動節，中央人民政

府都以各種形式表達對所有勞動工人的真切關懷、關心
和重視。除了將5月1日列為法定假日之外，例必舉辦
各種活動來慶祝這個勞工大眾的節日。
今年也不例外，尤以文藝隊伍下基層表演，是近年
來最特別的一年。筆者從收看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第

四台所見，自4月30日晚開始至5月8日這一個多星
期，該台在不同時段播放中國內地文藝隊伍下基層為
勞動工人慰問演出的節目。文藝隊伍不辭勞苦深入基
層如工廠企業、建築工地、農村山區、海上鑽油台、
碼頭工地等等，為勞動工人免費演出。演出不分地
域，東到東海鑽油台、西至新疆、四川的建築工地，
北至瀋陽、大連，南至廣東的工廠、碼頭。
文藝隊伍表演的節目豐富多樣，表演場地較為簡

單，就地取材，但有一條橫額是不能缺少的：勞動最
光榮！觀眾當然是當地的工人。舞台是露天的，看表

演的觀眾有時席地而坐，有時站看，有的爬上車斗
及貨車上。總之，看到精彩的表演就興奮若狂，發出
震撼人心的歡呼聲。文藝表演為勞工帶來心靈撫慰，
更為勞工節日帶來不少氣氛。
同是打工一族的勞工階層，中國工人所受到政府

的關懷和重視比之世界各地的工人可謂天壤之別。
在當下，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能像中國政府那般，
每到「五一」勞動節為廣大勞工舉辦各種慶祝活
動，進行慰勞演出。可以肯定地說，除了中國之
外，全世界絕無僅有。更重要的是，舉辦這些活
動，充分體現了中央人民政府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下對勞工階層的關懷。每每看到中國內地文
藝演出隊伍在「五一」為勞工作慰勞演出，實在令
人感到艷羡不已。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王 惠 貞

自非法「佔中」以
來，「港獨」思潮正逐
漸萌芽。去年港大學生
刊物《學苑》多次發表
文章，提出所謂「香港
民族」、「主權國」等
謬論，特首梁振英已然
表示值得社會警惕，惜
有關思潮仍在蔓延。而
最近甚至有人組建「港獨」政黨，直接衝
擊「一國兩制」，我們認為政府應迅速應
對，嚴正執法，以免情況繼續惡化下去。
過去一個月，特區政府已嚴正警告少

數鼓吹「港獨」的破壞分子。特首梁振英
指他們的行為會令香港失去中央的信任，
全港700萬人要共同承擔政治和經濟後
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則明確指出「一國兩制」是憲制
要求，提出「港獨」言論已經違反了基
本法。本會對他們的言論表示強烈支
持，並譴責有關滋事分子破壞香港長久
以來的繁榮穩定。我們認為，「港獨」
已遠遠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當局要做
好法律層面的工作準備，以法律手段解
決問題，以免它繼續滋長，對社會造成
進一步的危害。
其中，律政司表示正循四個方面考慮

處理「港獨」問題，包括：《公司條
例》、《社團條例》、《刑事罪行條
例》及其他方面的刑事罪行，反映現行
的香港法律已有制裁煽動分離言行的條
文。其中《刑事罪行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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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99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的規定
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律政司亦
可以該《決定》附件三規定的「替換」
原則，將港英時期的「煽動罪」納入執
法範圍，直接對「港獨」分子提出檢
控。即使是「刊印、發佈、出售、要約
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也
屬犯罪。因此，在刊物內鼓吹「香港民
族自決」、「香港獨立」、「香港建
國」等，都是明確的犯罪證據，故政府
應盡快依法處理，遏制「港獨」勢力的
滋長。
香港是國際知名的現代城市，但近年

政治紛擾不絕，讓部分內地遊客寧願前往
其他地方購物，過去一年與旅遊相關的行
業開始衰竭，本港首季零售金額更連續下
跌。在可見的未來，香港社會正面臨巨大
的挑戰，而「港獨」思想不但無助於本地
繁榮安定，更損害兩地民眾感情，激化兩
地矛盾。激進反對派打「港獨」旗號組
黨結社，其一旦取得更大的政治力量，香
港的發展恐更加停滯不前，令人憂慮。因
此，香港社會不應姑息養奸、對違法的禍
港言行包庇說項。我們期望各界在大是大
非問題上堅守底線，共同捍衛香港的社會
穩定和經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