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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獨」害全港「你問過市民未？」
范太批「獨」者不顧他人利益 口講「護法」實推「獨」別有用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甘瑜）多名主張「港獨」的參選人收到選舉主任電

郵，要求他們回答是否繼續主張和推動「港獨」，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認為做法

合理。她指，若參選人一方面說擁護香港基本法、一方面又推動「港獨」，是言行不

一、別有用心。她又批評鼓吹「港獨」者不顧他人利益，無資格領導香港社會，而他們

所做的只會損害香港整體利益，打擊經濟和就業機會，令香港走入死胡同，後果將會由

全港700萬市民共同承擔︰「你問過香港市民未？你憑乜嘢咁樣做？」

范徐麗泰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後強調，參選人報名時簽
署的聲明，已經寫明要擁護香港基本法，而香港基本

法是維護「一國兩制」的全國性法律，如果參選人一方面
說會擁護香港基本法，一方面又推動「港獨」，已經屬於
矛盾、言行不一致。一旦這些人成功當選，需要宣誓擁護
香港基本法，就是再一次言行不一致，藐視立法會議員應
有的誠信。

假稱擁基本法缺誠信
她說：「即是說你簽署聲明時你想做立法會議員，推動
『港獨』，即使選不上，你都可以在論壇上大談『港
獨』，那是言行不一致。說擁護基本法是假話，是沒有誠
意的。」
范徐麗泰批評，鼓吹「港獨」是危險動作，將會損害香
港整體利益，愈多聲音支持「港獨」，只會令香港愈難繁
榮穩定，做法十分危險。如果「港獨」聲音增加，「香港
將來想繁榮穩定會好困難」，而且經濟增長受打擊、就業
機會減少，最後只會禍害想安居樂業的香港人，並質疑
「港獨」分子「於心何忍」。

她坦言，中央不會因為某些人反對「一國兩制」，而影
響對「一國兩制」的堅持。不過，香港近年出現的排外情
況，已經「成功趕客」，令到本地與旅遊業相關的行業生
意額大減，更因此出現裁員及倒閉的問題，「現在還要推
動『港獨』，將來的後果，不是你一個人負，不是你們幾
個人負，不是你們十幾個、甚至幾百人負，而是香港700萬
市民一起和你負上這個代價，你問過香港市民未？你憑乜
嘢咁樣做？」

挺「獨」小眾應反省
被問及日前有調查反映，有17.4%人支持「港獨」，范徐
麗泰強調這些人應要反省，「點解會有咁多人支持『港
獨』，係咪唔明白帶來嘅禍害？」她認為，支持「港獨」
的年輕人，可能是基於很多社會問題如住屋等形成，特區
政府應該更深入思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在責罵鼓吹「港
獨」者的同時，也應該要向他們解釋，及讓他們把不滿說
出來，一起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被問到是否應該透過釋法，解決「港獨」分子參選的問
題，她指，事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現在談論釋法言之尚

早，應交由特區的法院作專業判定，「若現在提釋法，是
否等於告訴法院一定要怎樣做？」她不明白為何有人提出
釋法，自己想不到，也無聽過有人說要釋法。

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港澳研究會
會長陳佐洱指出，對香港
立法會參選人的政治效忠
要求是法律底線和政治底
線。一個時期以來，「港
獨」勢力氣焰已經成為影
響香港社會政治穩定的重
要因素，阻斷其進入立法
會，已是特區無可迴避的
選擇。要求參選人簽署確
認書的措施很好，是應對
「港獨」的一條重要舉
措。
就香港立法會參選人簽
署確認書議題，全國港澳研究會日前在北京舉行了專題研討
會，來自內地和香港的十餘位專家學者出席。陳佐洱在會後接
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表示，特區政府宣佈立法會參選人須簽署
確認書這一程序，並非在法律層面創設新的義務。
他指出，相關效忠義務在《立法會條例》第四十條和《選舉
管理委員會條例》第十條和第十一條均已載明，確認書與參選
人登記表是一致的，是對登記表有關內容的延續、補充和強
調。

選民更放心議員品行
陳佐洱認為，確認書的另一好處在於讓廣大香港選民更加放
心，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能夠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和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其政治品
行是可以信任的。因為立法會是特區政權架構的重要組成部
分，為保證立法會的政治效力，必須對所有參選議員的人有程
序上的限制和約束，這也是政治倫理的基本要求。
專家們在與會期間指出，選管會明確參與選舉活動的相關細
節指引，有足夠的法律依據。所有規則均為已有的法律規約，
並無增設創新。如果盲目加以反對，只能說明是無知或胡攪蠻
纏。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出席會
議並表示，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雖明確了人人均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但也同時強調，在關
涉到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以及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
公共衛生或道德等議題時，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將受到某些限

制。
因此，拒絕承擔效忠義務，並沒有國際法上的依據。

確認書非參選新義務
關於選管會的職能，專家們認為，選管會就報名的程序性安排編制報

名表格，沒有越權。確認書只是把基本法和《立法會條例》所明確的實
質性義務和政治道德在程序層面進一步明確化、具體化和形式化，並沒
有增加新的義務，簽署的行為也不涉及任何實質審查。
換句話說，立法會議員擁護基本法等實質義務早已存在，確認書只是

將實質義務程序化。對於參選人是否按規定完成了參選登記的程序，選
舉主任完全有權判定。相信選管會會理直氣壯地履行好自己的職責。

違誓言須受譴責懲處
如若出現議員違背誓言怎麼辦？專家們指出，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條已明確規定。根據規定，無論相關人士在宣誓過程中是否態度嚴謹、
舉止莊嚴，但凡走過相關程序，該條款所明確的實體義務就必須承擔。
如若違背誓言，就發生政治誠信問題，應受到譴責，甚至法律懲處。
陳佐洱還強調，這份確認書是面向所有香港立法會選舉參選人的，不
僅是簡單的法律程序，更是維護「一國兩制」政治體制和香港社會政治
制度的原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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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襲擊，當中
更 有 港 人 受
傷，但曾赴德
留學的「城邦

派國師」陳雲（傻根），懷疑又
「未食藥」，竟形容此為收容難民
的「天譴」，更扯到立法會選舉頭
上，聲言自己令「天譴暫時hold
（制止）住」，如果敗選「會有驚
人舉動」。

狂言德受襲是天譴
今日報名參選新界東的陳雲，

前日在facebook連發多帖，對德國
多宗襲擊發表「偉論」。他先「國
師」上身，稱「最快的救援方法」
是「帶同皇天上帝牌位及輔祭前往
德國祭祀皇天上帝」，「不過，城
邦神壇不能離開香港，算吧，而且
德國總理也沒有召請我。」
他在之後的帖文中，更狂言德
國目前遭受的是「天譴」，「高傲
而愚昧的德國人離棄了上帝，改行
信奉普世價值的宗教……輸入難

民其實是製造廉價勞動力和破壞國
家文化對全球化商品、金融資本主
義和產值鏈的推動，並且用難民來
製造恐怖主義，令國家走向極權而
國民走向愚昧、高傲但恐慌。」
陳雲又聲言，香港本來也要遭

受「天譴」，不過自己「復興華夏
上帝古道，祭祀上帝及設立城邦神
壇」，令「天譴暫時hold（制止）
住」，但「上帝要看香港人今年在
9月選舉的投票……到時香港是否
有『天譴』，大家可以看到。」他
稱如果自己敗選，「到時會有驚人
舉動。」
該「國情諮文」一出，自然引
來一眾「信徒」附和。「Kinman
Cheng」聲稱自己「預咗國師敗選
的話，香港×街死」；「秀秀」更
稱德國自甘墮落，大量輸入中國護
理員做老人護理工作，「牠（他）
們定會氹晒/滾晒人哋嘅身家落自
己袋。」
已報名參選新界東的名單包括

民建聯陳克勤、葛珮帆，工聯會鄧
家彪，新民黨容海恩，自由黨李梓

敬，獨立方國珊、侯志強，「新思
維」廖添誠，「民主思路」麥嘉
，民主黨林卓廷，公民黨楊岳
橋，工黨張超雄，社民連梁國雄，

「人民力量」陳志全，「新民主同
盟」范國威，「本土民主前線」梁
天琦及「正義聯盟」李偲嫣。

■記者 陳庭佳

傻根恐嚇市民：若落選港遭天譴

無
宣「
港
獨
」
「
入
閘
」合
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反對派早前說，若
因拒簽確認書而失去參選
資格，就是「政治打壓」
云云，但日前部分反對派
未有簽署也可參選時，卻
又說是「雙重標準」。全
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
強調，該些未有簽確認書
也獲確認候選人資格者，
因為他們從未公開發表
「港獨」言論，選舉主任
無必要再向他們索取進一
步資料，故不簽表明擁護
香港基本法的確認書也沒
有問題，並非「雙重標
準」。
范徐麗泰指，若沒有發

表過「港獨」言論，選舉
主任當然不需進一步向他
們索取資料，但如果有人
在公開場合或社交網站發
表過類似言論，選舉主任
自然需要追問，了解相關
人等是否會繼續鼓吹「港
獨」的行為。有關的做法
很合理，也讓參選人有機
會去自己做決定。

要數搬龍門次數之多，
「熱普城」足以開好幾家
「龍門客棧」。一直打着
「建國」旗號的「熱血公
民」鄭錦滿，早前簽署了

確認書，同屬「熱狗」的鄭松泰就辯稱「簽咗
唔遵守係『公民抗命』」。不過，被視為「熱
狗精神領袖」的激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
昨日報名參選時，簽署了自創包括基本法所有
條文的「另類確認書」，又聲稱自己「沒說過
支持『港獨』」，只是「不反對」他人提出。
鄭錦滿即改口稱，自己支持「港獨」的主張只
是「個人立場」，未打算以參選人身分主張及
推動「港獨」或「香港建國」云云。
「熱普城」此前高聲叫囂要「全民制憲」、

「建國」。不過，在了解到不簽署確認書可能
會失去候選人資格後，眾「熱狗」就即時「劃
清界線」。黃毓民昨日在報名時就大耍「語言
偽術」，聲言自己一直是「修憲派」而非「革
命派」，由2010年提出「五區公投」到今日提
出「全民制憲」，立場十分清晰。
他續稱，自己沒說過支持「港獨」，但個人

不會反對年輕人提出「港獨」主張云云；又聲
言原本自己「極不願意」參選，但「熱狗首
領」黃洋達一定要他一同參選，更在自己臉上
貼金，「我哋未報名政府已嚇到瀨尿，當選埋
佢哋咪瀨屎？」
早前已簽署了確認書的鄭錦滿其後舉行記者

會，並即場以電郵回覆選舉主任，聲稱「熱血
公民」參選立法會，綱領是「全民制憲」、
「永續基本法」，「無可能」違反香港基本

法，又稱在今次選舉中，他並未「打算」以參
選人身份主張及推動選舉主任提出的「香港獨
立」或「香港建國」的主張。

狡辯「建國」口號是討論
在報名參選當日，鄭錦滿明明高呼「香港建

國」等口號，他狡辯稱，香港「有言論自
由」，特區政府「無權干預」他們在社會討論
「香港獨立」，後又辯稱當日高呼「香港建
國」只是其「個人立場」，與「熱血公民」整
個選舉工程所提倡的綱領並無關係。
他續稱，自己所提及的「香港建國」與選

舉主任在電郵中提出的主張有所不同，聲稱
其主張是來自「城邦派國師」傻根（陳雲
根）提出的「城邦自治，邦聯建國」，是指
香港有獨立司法管轄權、貨幣、政治制度等
等，國際社會亦接納香港以「國家成員國」
的地位參與，聲稱國際社會認為「港中之
間」有「邦聯關係」，體現了「『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云
云。但與選舉主任所提出的主張究竟有何不
同，他就沒有具體列出。

陳浩天反咬選舉主任「越權」
「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昨日則稱，已正式

回覆選舉主任，指對方只負責參選程序是否完
成，「沒有權力」審視參選人的政見或作誓言
時是否真誠，又聲稱參選人的政治觀點及有沒
有資格成為立法會議員只供香港人決定，並非
選舉主任，因此拒絕回覆選舉主任要求他們回
答是否繼續主張和推動「港獨」。

他續稱，自己仍然支持「香港獨立」及「廢
除基本法」，「香港一定要脫離中國」，更稱
若因此被剝奪參選資格，是被剝奪被選權，而
選民亦被剝奪選舉權，他不排除會提出司法覆
核，甚至是組織民眾走上街頭抗爭。
已報名港島區的參選人還包括民建聯張國

鈞，工聯會郭偉強，新民黨葉劉淑儀，「民主
思路」黃梓謙，民主黨許智峯，「香港眾志」
羅冠聰，報稱獨立民主派的司馬文，「人民力
量」劉嘉鴻，工黨何秀蘭，公民黨陳淑莊，報
稱沒有政治聯繫的王維基及沈志超。新界西參
選名單包括：民建聯陳恒鑌，民建聯梁志祥，
工聯會麥美娟，新民黨田北辰，報稱獨立的何
君堯，自由黨周永勤，民主黨尹兆堅，民協馮
檢基，「街工」黃潤達，公民黨郭家麒，社民
連黃浩銘，工黨李卓人，「青年新政」黃俊傑
及報稱沒有政治聯繫的朱凱迪、湯詠芝。

■記者 鄭治祖

鄭錦滿為「入閘」口講守法又大銷「城邦建國」

■陳雲狂言稱德國接連發生襲擊是「天譴」。 facebook截圖

■■陳佐洱指陳佐洱指，，確認書是應對確認書是應對「「港港
獨獨」」重要舉措重要舉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鄭錦滿為自己的「港獨」及「建國」言論狡
辯。 鄭治祖 攝

■范徐麗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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