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報名參選香港島的「熱血公民」成員鄭錦滿，前日收到選舉主任的電郵，要求他回答是

否繼續主張和推動「港獨」，鄭錦滿昨日詭辯稱其政綱「全民制憲」是「最擁護基本法

的」，又詭辯「香港建國」的說法符合「一國兩制」，絕不可能違反基本法云云。鄭錦滿的

詭辯是自暴其醜，難掩其「全民制憲」鼓吹推動「港獨」的真相。「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

已經承認，「公投制憲」其實就是「港獨」的「實際操作」，鄭錦滿的詭辯涉嫌虛假聲明，

當局不僅應直接取消其參選資格，而且應追究其作出虛假聲明的刑責。

20162016年年77月月2727日日（（星期三星期三））A12 政情與評論■責任編輯：甄智曄

以「建立單一制主權國家、廢除
特首及功能組別、建立議會首相
制」為綱領的「香港民族黨」召集
人陳浩天，日前正式報名參選立法
會新界西選舉，他未有簽署確認
書，亦表明自己支持「港獨」及會
繼續推動「港獨」。
顯然，陳浩天不但企圖通過參選

來散播「港獨」理念，將立法會選舉當作「播毒」
平台，更是故意挑戰中央的主權底線。陳浩天的言
行已經逾越了言論自由的範疇，明目張膽的在香港
鼓吹「分裂」，這樣的人竟然還要參選，正是對
「一國兩制」的公然挑戰。選管會理應嚴正依法辦

事，否決其參選申請，這不只是法律的要求，也是
政治的要求。自號民主典範的美國，在憲法修正案
中同樣有不容「叛國者」參選的規定。美國尚且不
容鼓吹「分裂」之人參選，在「一國兩制」下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難道可以讓「港獨」分子堂而皇之
的參選嗎？
在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規定任何聯邦或州

政府官員，若在宣誓效忠憲法後鼓動叛亂或協助美國
的敵人者，取消成為參議員的資格。美國憲法作出如
此嚴格的規定，正反映在主權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
並沒有任何含混的空間。不論是政府官員還是選舉產
生的總統、參眾議院議員，都必須宣誓效忠美國憲法
及聯邦政府，如果違反有關規定，可以立即取消議員

資格。
回到香港，現在選管會要求立法會選舉參選人簽署

確認書，表明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這
本來就是載於報名表上的要求，現在不過是要參選人
作出「雙重認證」，並沒有「僭建」什麼，更有堅實
的法律基礎，有何對抗之理？「港獨」分子被擊中要
害，反應激烈可以理解，但反對派人士竟然對號入座
卻令人費解，究竟是愚蠢還是包藏禍心，只有這些反
對派人士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簽署確認書並非是「擺設」，而

是有法律效力、有強制性的制度性安排，目的就是將
「港獨」分子拒於立法會門外，以免立法會成為鼓吹
「港獨」的平台。就如美國也不會讓主張「肢解美
國」、推動「各州分裂」的人士參選一樣。同一道
理，香港也不可能讓陳浩天之流參選，否則香港還是
「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嗎？就算將來陳浩天走去
美國「告洋狀」，恐怕美國也不敢公然支持這些分裂

分子。
前一段時間，一些人對於確認書存在僥倖心理，以
為確認書只是「無牙老虎」，擺個樣子，選管會不敢
果斷執法，因為怕會「引起政治震撼」。反對派所謂
綑綁式拒簽，其實反映的也是一種投機心態。然而，
反對派必須看清楚，主權是中央的紅線，「港獨」逾
越紅線不是鬧着玩，反對派以為可以「鬥大」，隨時
會輸個清光。
當然，任何法律的關鍵在於執行，面對「港獨」分

子氣焰囂張的參選，選管會沒有理由坐視不理，果斷
否決陳浩天的參選申請正是第一步。只要擺出真格，
相信其他「港獨」分子、激進本土派也不敢輕言造
次。相反，如果任由「港獨」分子得寸進尺，在地區
「播毒」不理、參選又中門大開，只會縱容他們變本
加厲，「港獨」之風將更難遏止。美國作為民主大國
從來不會對「分裂」分子講人權，不會給他們任何發
展的空間，這正正值得香港效法。

美國會容許陳浩天之流參選嗎？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鄭錦滿詭辯涉嫌虛假聲明「邦聯建國」違「一國兩制」

鄭錦滿詭辯是當面說謊
鄭錦滿前日在facebook自爆收到香港島選舉主任的電
郵。選舉主任表示，鄭錦滿在遞交提名表格及簽署確認
書後，仍宣稱支持「港獨」及「香港建國」，並會在選
舉論壇繼續講出「香港建國」的立場，而他的選舉廣告
中更有「只有重新制定基本法，全民制憲，香港才能真
正獨立自主地繼續發展」的陳述。
選舉主任要求鄭錦滿在昨日傍晚6時或之前，回答是
否主張和推動「香港獨立」與「建國」。鄭錦滿昨日下
午5時半召開記者會，即場電郵回覆選舉主任，詭辯稱
他的政綱「全民制憲」是「最擁護基本法的」，又詭辯
「香港建國」的說法符合「一國兩制」，絕不可能違反
基本法云云。鄭錦滿的詭辯完全是當面說謊，涉嫌虛假
聲明。

「全民制憲」恰恰最違背基本法
實際上，「熱血公民」首領、「公投制憲運動」發起
人黃洋達在《熱血時報》網台節目中，已經公開宣稱，
「公投制憲」其實就是「港獨」的「實際操作」。他聲
稱「公投制憲運動」是將香港推向「獨立建國」的具體
操作，不僅止於討論「香港應否爭取獨立」的基本問
題。黃洋達揚言：「即使群眾武裝起來，進行如何激烈
的抗爭，政府也不可能將他們視為一小撮的暴徒。如果
當時的群眾在現場上宣佈認同重新草擬的新憲法，而此
新憲法修改了基本法第一條，不再承認香港乃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此行動其實等同『港獨』。」
很明顯，鄭錦滿的政綱「全民制憲」，就是要制定「新
憲法」修改基本法第一條，不再承認香港乃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這絕非「最擁護基本法」，恰恰

最違背基本法。

「邦聯建國」違背「一國兩制」
鄭錦滿又聲稱「香港建國」的說法，來自陳雲《香港
城邦論》的「城邦自治」、「邦聯建國」，符合「一國
兩制」，絕不可能違反基本法云云。實際上，公然鼓吹
「城邦自決」的「城邦派」，是一個猶如邪教的「港
獨」組織。作為「城邦論祖師爺」的陳雲，一直處心積
慮使其「港獨」行為具體化，除發表「建國政綱」、
「國情咨文」外，還準備了「國旗」、「國歌」和「城
邦貨幣」，甚至還開放「城邦神壇」，公開險惡淫猥的
異端邪說。很明顯，陳雲的「城邦自治」、「邦聯建
國」，是徹頭徹尾的「港獨」主張，完全違反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鄭錦滿詭辯稱符合「一國兩制」，絕不可
能違反基本法云云，是再次當面說謊，涉嫌虛假聲明。

基本法是香港保護神不容篡改
實際上，就是實行聯邦制的美國，也絕不允許聯邦分

裂和獨立建國。美國的《反脫離聯邦法》保證了美國的
統一，各州不能脫離聯邦。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脫
離聯邦的運動是南北戰爭。1860年林肯當選總統後，以
南卡羅萊納州為首的多個南方州通過《分離法令》
（Ordinance of Secession），宣佈脫離聯邦。第16任美
國總統林肯臨危不懼，在華盛頓發表第一次就職演說，

闡明了維護聯邦統一與主權
完整是他的執政理念與目
標，駁斥「州權論」，強調
聯邦不容分裂，堅決否認南
方同盟作為獨立國家的合法
性，捍衛美國統一。林肯領
導的戰爭取得勝利維護了美
國的國家統一，鞏固了聯邦
制度，捍衛了美國憲法。
美國十九世紀著名的政治家Daniel Webster說過一句

話：One Country, One Constitution, One Destiny，這
句話就是「一個國家、一部憲法、一種命運」。這句話
提醒美國人：要認真對待憲法，因為憲法是所有人的保
護神，沒有憲法就沒有美國，沒有憲法就沒有美國的成
功。同樣，基本法是香港的保護神，確保了國家對香港
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保障了「一國兩制」開創性大業
的實施，為香港繁榮穩定提供了根本保障。
「熱血公民」宣佈在五區派人出選並揚言在取得議席

後辭職引發「五區公投」，推動「全民制憲」篡改基本
法第一條，不再承認香港乃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
部分，這充分暴露鄭錦滿的政綱「全民制憲」鼓吹推動
「港獨」的真相。鄭錦滿的詭辯涉嫌虛假聲明，當局不
僅應直接取消其參選資格，而且應追究其作出虛假聲明
的刑責。

黎子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管理委
員會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表明了解香港基
本法關於香港和國家關係的條文。香港專業人
士協會會長陳建強表示，簽署確認書是立此存
照，將支持和擁護「港屬中國」列作從政基本
要求，並讓公眾明白「港獨」是死路一條。
他又強調，選舉舞台絕不能被「港獨」分

子騎劫。
陳建強近日接受中評社訪問時表示，確認

書列出的香港基本法第一條、第十二條及第一
百五十九（四）條，可簡單概括為「排除『港
獨』條款」，簽署確認書是立此存照，將支持
和擁護「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列作
從政或參與特區管治者的其中一項基本要求，
讓有意從政者和公眾明白，「港獨」及在「一
國兩制」上亂作文章都是死路一條，當中完全
沒有模糊、僥倖和「偷雞」的空間。
他強調，絕對不能任由「港獨」分子假借

參選之名，在選舉期間擺街站、派傳單、出席
論壇，明目張膽地自我宣傳，並以得票去測試
「港獨」支持度，為往後的行動作部署依據，
「選舉舞台絕不能被『港獨』分子為所欲為地
騎劫挪用！」
對於確認書被指是對「港獨」分子「落
閘」，陳建強認同有必要，因為無論從維護
「一國兩制」還是港人的切身利益來說，選舉
必須依法而行，確保所有參選人都嚴格遵循和
擁護「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不能簡單說是『落閘』，而是要阻截『港
獨』分子渾水摸魚、滲透破壞。」
被問到如何防止參選人踐踏香港基本法的

行為，他指若「港獨」分子在參選和當選後故
態復萌，可指證他們簽署確認書的行為屬作出

虛假聲明，罪成最高可判囚兩年，而議員在立法會的言
論雖獲得免責保護，但他們在議會外的言行仍受法律規
範，因此，當局需加強力度，不因其議員身份而讓其橫
行，一旦有議員干犯踐踏香港基本法的行為，必須以嚴
查處，以作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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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南海「仲裁」違公約
葉太批美雙重標準

葉劉淑儀首先指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是一個
臨時組建的特別仲裁庭，由常設仲裁法院提供秘

書處服務，並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常設仲裁法院審理的
案件，且常設仲裁法院與國際法院雖然同樣位處海牙，
卻是完全不同機構。

非國際法院 仲裁庭組成可疑
她解釋，國際法院是裁決主權國家之間爭端的聯合

國司法機構，其所作裁決具法律約束力；常設仲裁法院
的職能僅限於為成員國提供一份由成員國提出的仲裁員
名單，供有意將爭端訴諸仲裁的成員國從中選定仲裁
員，再由仲裁員推選首席仲裁員組成仲裁庭。
葉劉淑儀強調，在仲裁開始前，各方必須商定各種
實際事項和程序，程序不公開，費用由當事方承擔。常
設仲裁法院實際上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常設法院，而只是
類似於秘書處，為尋求以仲裁方式解決爭端的成員國提
供技術或行政協助。事實上，有鑑於公眾大多混淆兩機
構，國際法院曾於其網站作公開澄清。

她續說，仲裁員的組成令人質疑裁決是否公正：南
海仲裁案仲裁員共5人，由前日本資深外交官和公認的
日本右翼鷹派政治人物、時任國際海洋法庭庭長柳井俊
二指派協調下組成。
5名仲裁員中，首席仲裁員是非洲加納籍的門薩，

其餘均為歐洲人，而柳井原想委派斯里蘭卡籍法官平
托為首席仲裁員，只因平托以妻子持菲律賓籍為由請
辭避嫌作罷。如此的委任過程，使人不得不質疑其政
治目的。

如「袋鼠法庭」結論無約束力
葉劉淑儀強調，菲律賓在2013年單方面根據《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提出的仲裁事宜，本身已不符公約規
定，因菲律賓提出的仲裁請求，在本質上牽涉兩點：
一、南沙群島部分島礁的領土主權及二、中菲兩國之間
的海洋劃界，惟公約序言已聲明領土主權問題並非公約
所管轄範圍，故第一個請求並不合乎公約規定。
她續說，中國早於2006年已根據公約規定，將公約

中涉及海洋劃界、歷史性海灣或所有權、軍事和執法活
動等方面的條文剔出，故此菲律賓第二個請求亦不適用
於中國，故整個仲裁根本不符公約規定，仲裁庭的運作
有如「袋鼠法庭」，其結論亦只能無效，不具絲毫法律
約束力。
葉劉淑儀又批評美國在此事上持雙重標準，因美國

曾發表聲明，指「仲裁庭的裁決對中菲兩國皆為有法律
約束力的最終裁決，美國期望兩國會遵從裁決的結果」，
「美國鼓勵（南海領土）聲索國根據《公約》中反映的國際
法律控制和解決爭端。」
諷刺的是，美國本身拒絕簽署公約，在國際法院於

「尼加拉瓜訴美國」一案中裁決美國敗訴後，於1986年
取消國際法院對美國的強制管轄權，改為依個別個案決
定是否接受國際法院管轄，「美國明顯是在寬己嚴人，
又有何資格評論此次事件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就菲律賓單方面提出仲裁的請求作

出裁決，被各地媒體以「國際法庭裁決中國於南海不享主權」、「海牙國際法庭裁定中國

九段線劃界沒法理依據」等標題大肆報道。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在新民黨網頁及其

面書專頁同步發表研究文章，直指報道反映部分媒體完全誤解該仲裁庭職能，更對「仲

裁」此一概念理解錯誤。她又批評，美國在南海爭端所表現出來的是雙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九龍城裁判法院裁判官張君銘，
於周日上午被發現在家中昏迷不
醒，送院搶救後不治，終年44
歲。法律界人士對張君銘的離世
無不感到惋惜。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昨日於facebook撰文悼
念他，並將頭像轉為白色鮮花，

以表哀思。她在文中寫道：「君銘（Eric）是我最喜愛
的LLB學生，他亦是我作為博士生導師的第一個法學
博士畢業生。Eric為人勤奮，且十分好學，他的離開實
在是讓人難以置信。」
梁美芬撰文指，最近工作排得密密麻麻，卻突然驚

聞一個熟悉的名字——張君銘法官在家猝逝的消息，
活躍的心情驟然肅靜下來，令她悲傷不已。
她回憶，Eric是一位平易近人、十分善良的學生，畢

業後經常回來看望老師，尊敬師長、關懷晚輩、呵護師
弟妹。作為城市大學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法律系畢業生
（LLB），Eric就讀LLB期間，論文已經寫得很好，屢
獲優異成績。

悉心教導後輩 工作公正不阿
梁美芬指出，熱衷刑事法律研究的Eric，博士論文亦
是有關世界各國陪審團制度的研究（jury system）。而
Eric於1996年畢業後，一心希望能成為法官，終在
2009年如願以償。

她讚揚Eric對朋友愛護有加，縱使做了法官也不忘教
導師弟妹，經常回校分享故事，鼓勵師弟妹到法庭實
習。對於所有實習生，他都悉心教導。
工作上，Eric更公正不阿。他曾經審判過一些大家熟

悉的案件，不會因當事人的政治立場而影響判決，這點
令她十分尊重及欣賞。
梁美芬與張君銘亦師亦友，兩人同為香港執業大律
師，以專業素養服務市民。面對這位年輕才俊的英年早
逝，梁美芬字裡行間透露不捨與惋惜，更以英雄相惜的
心情寫下悼念文章，「年輕的君銘是司法界的栽培對
象，惜英年早逝，司法界痛失英才，本人深感悲痛。藉
此唁文，予家人衷心的慰問，希望君銘能安息在天父的
懷中，他的家人能早日走出傷痛。」

梁美芬悼張君銘 嘆司法界失英才

■梁美芬 資料圖片

■■葉劉淑儀表示南葉劉淑儀表示南
海仲裁結果違反國海仲裁結果違反國
際公約際公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