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容「港獨」分子參選 掃拉布議員出局
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拉開序幕，參選提名期已經展開。「港獨」勢力冒起，

企圖染指立法會，成為今年立法會選舉令人高度關注的新議題。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日前提醒，是否讓「港獨」分子參選，甚至進入立法會，是值得所有真心為香

港好的人深思和警醒的。遏止「港獨」分子參選、混入立法會，是大是大非的原

則問題，特區政府必須嚴格依法辦事，態度鮮明、理直氣壯地表明，不簽署選管

會要求的確認書就無法參選，不給「港獨」分子留下可乘之機。選民更應心清眼

亮，支持一切遏「獨」的措施，用選票懲罰在立法會拉布禍港殃民的搞事議員，

將他們趕出立法會，讓立法會和香港運作重回正軌。

經過「佔中」、旺角暴亂等違法亂港事件的衝擊，本
港抗拒中央、鼓吹分離的激進勢力冒起，對本港的國際
形象，以及社會和諧造成嚴重傷害。更令人擔憂的是，
一些鼓吹宣揚煽動「港獨」的人沒有受到任何約束，氣
焰越來越囂張，如今正蠢蠢欲動，欲借參選立法會大肆
鼓吹「港獨」言論，甚至企圖躋身立法會，利用議員身
份的保護傘，把神聖的立法會議事堂變成「港獨」的宣
道堂，把香港變成鼓吹分離主義、顛覆內地制度的橋頭

堡。

遏「港獨」參選是大是大非問題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另外，基本法與《立法會條例》
均要求立法會參選人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由
此可見，立法會參選人、當選人要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利益，不允許鼓吹「港獨」，不僅受到法律約束，

更是不容含糊的憲制責任。正如張曉明主任在談及應否
允許宣揚「港獨」的人參選時強調，這不僅僅是一個法
律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大是大非問題，是原則和底線
問題，是事關香港發展大方向的問題，是值得所有真心
為香港好的人深思和警醒的。
選管會要求立法會參選者簽署確認書有清晰的法律依

據，是遏止「港獨」分子滲透香港建制架構必要的安
排，選舉事務處有責任做好把關工作，明確指出不簽署
確認書就不能獲得提名資格，不讓反對派有空子可鑽。
其實，簽署確認書如同一面讓「港獨」現形的「照妖
鏡」。如果心存國家、擁護基本法，肯定會支持簽署確
認書；只有那些對國家有異心，死心不息謀求「港獨」
的人，才會對簽署確認書百般指責，逃避簽署，這也讓
廣大市民有機會看清「港獨」分子的真面目。
「港獨」禍害香港，後果不堪設想，絕大多數市民

對此心中有數，反對「港獨」意志堅定、態度鮮明。
香港中文大學日前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7成受訪者支
持香港維持「一國兩制」，超過8成受訪者認為在可
見將來「港獨」不可能發生。而中大調查的公佈時
間，適逢中央和特區政府要求立法會參選者簽署確認

書的期間，恰恰說明支持「一國兩
制」、反對「港獨」，毫無疑問是香
港的主流民意。

拉布議員「港獨」分子一個也嫌多
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表，肩負為民

發聲、替民謀福的重任，可惜近年不少
反對派議員為了一黨一己之私，違背民
意，濫用議事規則，惡意拉布流會，議會運作被癱瘓，
政府施政遭狙擊，浪費巨額公帑，版權修訂條例、醫管
局改革草案等多項與經濟民生息息相關的法例胎死腹
中，社會各界多年的心血付諸東流；高鐵工程香港段、
港珠澳大橋等重大工程被一拖再拖，延誤建設時機，嚴
重削弱香港優勢。最值得警惕的是，立法會成為反對派
反中亂港的重要舞台，吸引「港獨」分子千方百計鑽入
立法會，擴大其反中亂港的能量。拉布議員、「港獨」
分子一個也嫌多，趕走拉布議員、防止「港獨」分子混
入立法會，所有真心希望香港好的選民責無旁貸，選民
必須慎重其事，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為香港、為自
己、為下一代投下負責任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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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管理委員會在今屆提名表格中新增一份確認書，要求參
選人表明清楚明白「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等香港基本
法條文，否則提名可能無效。確認書消息一出，本港的激進派
團體炸開了鍋，有人如熱鍋上的螞蟻，有人坐臥難安，因為確
認書就如照妖鏡，魑魅魍魎一照就現形，若不照就進不了立法
會的殿堂。
據稱，反對派政黨開會後，決定各參選人暫不簽署確認書，

待了解確認書的法理依據及不簽署的後果，才決定下一步行
動。他們也心知肚明，這只是緩兵之計，因為確認書的法理依據早就在基本
法上寫得明明白白，無論抗爭也好，司法覆核也好，根本就無法迴避，確認書
就像登記結婚所需的單身證明，若不敢簽字確認，那不是心懷鬼胎就是有心詐
騙。

「確認書」於法有據合情合理
其實，就算是無知婦孺也懂的，要進祠堂分太公豬肉，就必須是有血緣的親

人，若連祖宗也不認，甚至想刨祖墳斷六親的人也想分一杯羹，那不給人掃地
出門才怪。「港獨」分子正是這種六親不認、只想佔便宜的孤臣逆子。他們垂
涎立法會議員的至尊地位和每個月數十萬的薪津和好處，但由於居心不良兼一
無所長，惟有走邪門左道。若給他們削尖腦袋混進立法會，那香港人等於放老
鼠進米缸，養鬼仔害自己。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門外立一照妖鏡，讓他們
知難而退。如果「港獨」分子簽了確認書，那等於放棄「港獨」立場，他們的
所謂政綱便變成一張白紙，那他們還用什麼去競選呢？確認書就如貼在鬼魅身
上的鎮妖符，破了他們的妖法，就難再為禍人間。
無可否認，「確認書」於法有據，合情合理，反對派就算想反對也反不來，

若他們堅持不簽，那等於自己放棄參選資格，對香港人來說絕對是一件好事，
正是少隻香爐少隻鬼，以後立法會烏煙瘴氣的現象便可一掃而空，我們不用再
忍受他們的醜惡表演，立法會沒有了拉布的鬼把戲，政府施政便可更為順暢。
有「港獨」分子聲言，就算簽了也照樣堅持「港獨」，那不過是自己找死。

因為，《立法會條例》第39條要求獲提名人和當選人為議員資格時，要擁護香
港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要求受到宣誓及聲明條例所管制，如果
違反誓言，是相當嚴重的刑事罪行，如果這些人膽敢挑戰現行法律，那就必然
要受到法律的嚴懲。不但議員當不成，還要到赤柱吃囚牢飯。這是擺在眼前的
現眼報，相信他們是不會自尋絕路的。

不容「港獨」分子混進立法會
過去有些反對派議員明知故犯，他們在念誓詞時故意把聲音壓低至不能聽

見，或含糊其詞，有心蒙混過關，不過，要克制這些妖法並非難事，只要在誓
詞後加一句，「本人所發誓內容和書面所載誓詞完全一致」即可。
無可否認，過去我們對反對派太過寬容了，以致養癰遺患，妖氣沖天，習近

平主席說過，「在主權問題上，中國人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同樣，我們也絕
不能容忍任何企圖分裂國家的「港獨」分子混進香港的權力中心，他們千方百
計想擠進來，我們就要毫不容情的把他們趕出去，絕不能有任何猶豫和手軟，
是病毒，就要消滅，是毒瘤，就得割掉，否則如何能讓香港保持一個有競爭力
的軀體，否則怎樣對得起七百多萬名希望能安居樂業的善良百姓。

中央全力反腐 助推「一帶一路」

日前，筆者隨同香港「一帶一路國際
研究院」訪問團，赴北京拜會最高人民
法院，並參觀「中國法治博物館」。在
博物館參觀期間，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
是「全面依法治國，走向偉大復興」展
廳，展廳展示了一系列重大刑事案件的
判決書等物件，並通過電子熒幕，介紹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在深化司法改
革，推進司法公開領域所取得的突出成
就。透過一個個具體的案例，筆者強烈
感受到了中央「反腐敗工作進行到底」
的堅定決心。
法治是經濟的「守護神」。沒有健全

的法治保障，經濟活動無法長遠開展。
當前，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發展倡
議，聯手沿線各國，齊心發展經濟。這
項頗具規模的戰略，從提出到落實，均
遇到不少挑戰，其中一項重要原因在
於：中國同沿線國家間的法律關係尚未
理順，部分沿線國家對於中國目前的司
法體制能否推動「一帶一路」尚存疑
慮。

2015年7月，在香港舉辦的「一帶一
路國際論壇」上，有專家就提出，「一
帶一路」在推動過程中需注意潛在的腐
敗問題。「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
發展水準較低，急需基建項目拉動經
濟，而這些國家均存在腐敗嚴重的風
險。隨「一帶一路」的逐步推進，未
來將有更多的基建工程在沿線國家和地
區動工，從投標至施工，從採購至驗
收，若因為腐敗行為而引致不公平競
争、偷工減料、甚至安全隱患，那麼損
害的不僅是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及當地民
眾的切身利益，還有沿線各國「一帶一
路」的前景。
筆者認為，中國一方面應對有關國家

進行充分及完備的風險評估，制定有針
對性的應對方案；另一方面應加大力度
懲治腐敗，讓更多的政府官員、企業和
個人樹立「遵紀守法，廉潔誠信」的意
識，增進沿線國家對中國、乃至中國企
業和投資者的支持和擁護。
儘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司法體

制有待完善，但令人欣
喜的是，中國作為「一
帶一路」倡議國，一方
面加強同沿線國家的司
法合作，另一方面全力推進司法改革，
嚴懲腐敗分子。今年7月1日，習近平
主席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成立
大會上明確表示，「要以頑強的意志品
質，堅持零容忍的態度不變，做到有案
必查、有腐必懲，讓腐敗分子在黨內沒
有任何藏身之地。」
中央政府遏制腐敗的堅定決心，給予

我們香港工商界人士強大信心。早前香
港「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同最高人民
法院「一帶一路」司法研究中心簽署合
作研究框架協議，共同努力打造穩定透
明、公平公正的「一帶一路」國際法治
環境。希望雙方能夠發揮自身優勢，加
強合作交流，積極貢獻經驗和才智，為
中國和世界各國更好地建設「一帶一
路」，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為維
護世界和平作出新貢獻。

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涉於今年1月港大校委會會議期間，向主持會議的校委會主席李
國章高呼「唔好畀佢走！唔好畀李國章走！隊冧佢！」，又損毀會議舉辦地點所在大樓的玻璃
門，企圖硬闖入內，遭警方拘控。案件日前於東區裁判法院提訊，馮敬恩否認控罪，案件押後至
9月21日作審前覆核。署任主任裁判官杜浩成批准馮以現金1萬元保釋，其間不准接觸及騷擾包
括李國章在內的控方證人。
馮敬恩被拘控，一點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唯一令人詫異的，是他被拘控的有點遲！猶記得年初

的一次港大校委會會議，當時身為校委會成員的馮敬恩，在簽妥保密協議情況下參與校委會會
議，但他涉嫌再一次違反保密協議，竟然在會議廳內搞其文字直播，讓會議廳外知道會議過程，
校委文灼非證實馮敬恩在會議期間不斷用手機發放訊息，形容他「一路開會一路『做緊嘢』」，
而主席李國章亦有發現「叫佢唔好咁做」，馮敬恩卻當作「耳邊風」。
更甚的是，馮敬恩竟然涉嫌「放流料」，在場外的「罷委會」代表陳穎琪曾經向同學透露收到

馮敬恩的「最新消息」，兩次表示校委會「並無成立專責小組」，又指校委會要等候「唔知幾時
出」的教資會報告，形容此舉「等同拖延」，煽動現場學生一起「等校委出來與我們對話」。現
場學生一聽到「並無成立專責小組」的誤導言論，即時變得激動。在會議結束後，馮敬恩更以
「取回物品」為由折返會議廳，並以雙手擋大門，企圖讓學生進入找李國章「算賬」，最終在
「罷委會」指揮的情況下，大樓被三面圍堵，場面嚴重失控。其間校委之一的紀文鳳感到不適，
卻被學生們指其「扮嘢」，一度阻礙紀女士進入救護車接受治療。對於學生們的野蠻行為，連一
向維護學生的港大校長馬斐森也看不過眼，指學生們的粗暴行為，令他聯想起英國希斯堡的人踩
人慘劇。
港大混亂的情況之所以一發不可收拾，馮敬恩絕對是罪魁禍首。「隊冧佢」在廣東話有一個相

近詞語「做低佢」，意指把某人幹掉，馮敬恩公然煽動學生幹掉校委會主席，簡直不可思議，其
企圖與煽動他人謀殺無異。馮敬恩許是一時之氣，但他的一舉一動已經深深地植入港人腦海，市
民大概會感覺如今的港大生已「一蟹不如一蟹」。
最近香港專業教育網舉行第18屆香港最佳大學排名榜，並聯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第

16次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調查發現，近年多次出現學生衝擊校委會事件的香港大學，雖然在綜
合排名上仍穩居全港第一，但在民意榜就首次由第一跌落第三位。調查又指出，香港僱主最願意
聘請的大學畢業生，依次分別是中大、理大和科大，港大亦由去年第三位降至第四位，被擠出三
甲之列。
曾被市民認為Best of the best的港大生，其競爭力竟然被其他大學生迎頭趕上，前途蒙上陰

影，這絕對與包括馮敬恩、戴耀廷、陳文敏、鍾庭耀之流的少數港大師生熱衷「玩政治」有關，
香港不少企業對大學生頻頻「玩政治」亦感到不安、不滿，上市公司俊和集團便以此原因，停止
了對多間大學的捐獻。香港大學近年排名與籌款皆挫，在在證明，馮敬恩等港大生「隊不冧」李
國章，卻「隊冧」了港大聲望，一眾港大生真係多得佢哋唔少。

馮敬恩「隊冧」了港大聲望
美 恩

陳南坡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會長

李鋈麟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市政協委員

南海仲裁案可憐復可笑

近日備受關注的「南海仲裁案 」，
令一向對國際事務較少關注的香港人，
包括香港傳媒人，忽然之間重新認識了
國際海洋法及南海地圖。位於荷蘭海牙
的臨時仲裁法庭於7月12日宣稱，中國
主張的南海九段線劃界屬違反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云云。首先要搞清，有少數別
有用心的港媒、美媒刻意把這個仲裁庭
和海牙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混淆。前者的仲裁結果毫無
國際法律效力，而且仲裁結果的執行率
為零。這就象「香港記者協會」或「港
大民調」發表的什麼新聞自由報告或特
首評分一樣，完全是自說自話，除了贏
得精神上的勝利外，現實世界根本無人
理會。
海牙仲裁法庭一句「太平島是礁不是

島」，更推翻了我們過去對「島」和

「礁」的法律及常識理解。按照《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121條的規定，島嶼是
「可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
活」。太平島已興建有機場、碼頭及醫
院等設施，如果仍把太平島說成是礁石
的話，那末國際海洋法及全球海洋劃界
就有重新大執位的危機了。
這場仲裁鬧劇，其實是美國及美國的

忠實附庸國日本在背後大做文章，菲律
賓前總統阿基諾三世為討好美國主子，
甘願做挑戰中國的馬前卒。菲律賓新總
統杜特爾特作風看似較為務實，不願為
了討好美國而和中國鬧翻，反而採取和
中國協商解決矛盾的態度，因為這才是
維護菲律賓利益的最佳手段。
美國及日本南海仲裁案的如意算盤是

想孤立中國，奈何劇本太爛，對白犯
駁，演員更交唔到戲。最令人不齒的

是，美國本身沒有加入海洋法公約，從
未遵守及尊重別國的海域空域，往往
「自由出入」、「自由航行」，在全球
犯下的霸權行為罄竹難書，如今卻厚顏
地以南海仲裁案，搬出所謂國際公約來
指責中國的不是。
今次的仲裁案看似對中國不利，實際

上今天詭譎的國際局面，歐美及亞洲的
山寨民主國家均遇上結構性經濟問題及
民粹主義氾濫，遲遲未能擺脫金融危
機，英國脫歐事件更衝擊這些國家的經
濟政治穩定。反觀長期被西方唱「崩
潰」的中國，不論政治、經濟、社會穩
定，皆比歐美日等更有底氣迎接挑戰。
今天的中國已非晚清任人魚肉的東亞病
夫，南海仲裁案這類口水戰，能改變什
麼，能阻止中國崛起嗎？

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秘書長

警惕日本這個南海「麻煩製造者」

就在日前，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兩艘驅
逐艦和一艘潛艇抵達菲律賓。這是時隔
十五年後，日本海自潛艇再度來到菲律
賓，而抵達的時間節點又正是新一輪南
海局勢緊張之時，不能不引起各方關
注。
回顧一系列事件，發現進入7月，日

本在南海問題上，不斷插手攪渾水，圖
謀構建南海問題「對華包圍圈」，在各
種場合見縫插針，煽風點火，唯恐天下
不亂。甚至玩起了借聯合國安理會謀取
一國私利的把戲，給中國抹黑設絆。
事實上，日本介入南海問題已經並非

一朝一夕的事情。
冷戰後，以海洋國家自居的日本力圖

主導亞洲事務。而中國的崛起打破了日
本的美夢，日本認為，應趁中國還未
強大到徹底壓倒日本之前多撈取一些實
際利益，遂打破中日之間多年的默契，
主動在釣魚島問題上挑起爭端。
然而，日本的短視又一次證明其在國

家戰略領域的短視：在釣魚島問題上日
本沒有佔到便宜，反而丟掉了實際控制
權，中國公務船隻因此經常去釣魚島海
域巡航。
中日空軍戰機摩擦事件日方態度表現

出來的前後不一致，充分暴露出日本在
面臨中國優勢軍力時的惶恐與無奈。在
此背景下，在南海牽制中國就成為日本
的「錦囊妙計」，凸顯日本「戰略家」
們的勞心勞力—開始出謀劃策，妄圖
扳回劣勢。
回顧近年來的歷史，日本以海上生命

線和石油開採權為借口插手南海問題，
其鬧事邏輯是：通過製造緊張局勢來擺
脫戰後體制。
日本自己在打小算盤：通過兩海牽

制中國，謀求國際資本。南海也被日本
視作聲東擊西的試驗場。日本介入南海
爭端的最新動態就是將中國南海和東海
事務進行綑綁，寄望於渲染
「中國威脅論」、「中國傲
慢論」，虛擬出一個共同遭
受中國「威脅」的群體，通
過拉攏南海相關國家並博取
其同情，構建包圍中國的海
洋聯防體系。
除此之外，日本的另外一

招是把南海問題國際化，以
獲取存在感和影響力。日本
利用安理會輪值主席國的身
份，希望把南海議題拿到安

理會討論。實際上是希望在盡可能給中
國添亂的情況下，刷到足夠的存在感，
通過在國際上的表態獲得一個「政治大
國」的地位。
就目前來看，日本的一些政策在一定

程度上抹黑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形象，實
現了其渾水摸魚的目的，但這些動作必
將顛覆地區秩序，會再次把日本帶進死
胡同。
7月份以來，日本頻頻涉足南海問

題，都不是孤立的事情，一定要注意到
其背後有安倍之流的整體戰略佈局和連
續性演變中的策略轉型，值得我們提高
警惕，針鋒相對地形成對策。

李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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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曾向越南援助二手巡邏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