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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天參選提名無效
選舉主任信納推動「港獨」不容於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治

祖）參選新界

西的「香港民

族黨」召集人

陳浩天昨日接

獲選舉主任通

知 其 提 名 無

效。新界西地

方選區選舉主

任 羅 應 祺 表

示，經徵詢律

政司給予的法律意見後，信納陳浩天主張、支持並推

動「香港獨立」，明顯與香港基本法的制定目的和條

文互不相容，並沒有作出了一項符合《立法會條例》

第40(1)(b)(i)條規定的聲明，故必須決定他的提名為無

效。這是首次有參選人因此而被裁定提名無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就陳浩天的
提名被裁決無效，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出，
陳浩天或因不擁護基本法、不願效忠特區而
被拒選。
湯家驊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嚴格

而言，陳浩天或已違反了《立法會條例》第
40條1B，因為其中已列明如有人不擁護基本
法及不願意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則沒有參
選提名的資格，他相信選舉主任是根據有關
條款作出決定。
被問及陳浩天稱將會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

及選舉呈請。湯家驊認為，陳浩天可於選舉
後提出呈請，但目前已進入選舉程序，如提
出呈請法庭一般不會受理。
被問及有個別鼓吹「港獨」或「自決」的
參選人的提名何以獲確認有效，湯家驊坦
言，不清楚選舉主任根據什麼資料作決定，
因此難以評論。但他相信，如在憲制的框架
內爭取「自決」，仍能符合有關條例要求，
但如果不接受香港基本法，則很難說服選舉
主任相信參選人符合《立法會條例》第40條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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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選
舉主任依法決定「香港民族黨」新界西
參選人陳浩天提名無效，香港特區政府
發言人昨日在回應傳媒查詢時指出，政
府知悉新界西地方選區選舉主任，因對
方不符合《立法會條例》（第542章）
第40(1)(b)(i)條的規定而決定他的提名為
無效。政府支持選舉主任依法就候選人
提名是否有效作出決定，令是次立法會
選舉能在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其他適用法
律下公開、誠實、公平地進行，與部分
人指稱的政治審查、限制言論自由或剝
奪參選權無關。
發言人指出， 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
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政府一直尊
重及維護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包

括上述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與此同時，
政府有責任執行和維護基本法，以及確
保所有選舉均在符合基本法和相關選舉
法律下進行。
發言人續說，香港特區的憲制及法律

地位十分清晰。基本法第一條指出，香
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第十二條則列明，香港特區是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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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會依據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區的立法機
關，其職能等事宜由基本法第六十六至
七十九條所規管。

「推動『港獨』不能履行議員職責」
「換言之，立法會的設立及職權均源

於基本法。此外，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規定，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
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獨』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基本
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
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擁護基
本法是立法會議員的基本法律責任。鼓
吹或推動『港獨』的人士不可能擁護基
本法，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
責。」
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知悉，各地方

選區及功能界別的選舉主任在過去數天
已陸續就候選人的提名作出決定。獲有
效提名的候選人當中，部分有向選舉主
任提交確認書，部分則沒有提交確認
書。新界西地方選區選舉主任亦因一名
候選人不符合《立法會條例》（第542
章）第40(1)(b)(i)條的規定而決定他的提

名為無效。「特區政府支持選舉主任依
法就候選人提名是否有效作出決定。選
舉主任根據相關選舉法律有責任和權力
作出該些決定。」
就該名候選人因不符合《立法會條

例》第40(1)(b)(i)條的規定而被選舉主任
決定其提名為無效，特區政府認同及支
持選舉主任的決定。「鼓吹或推動『港
獨』與法例要求之聲明內擁護基本法和
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容相違
背，該候選人不可能符合相關選舉法律
的規定。」
發言人強調，選舉主任的決定旨在令

是次立法會選舉能在符合香港基本法和
其他適用法律下公開、誠實、公平地進
行，與部分人指稱的政治審查、限制言
論自由或剝奪參選權無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鼓
吹「港獨」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
陳浩天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香
港社會各界均表認同。他們指出，立
法會議員遵守香港基本法是憲制責
任，倘連基本法都不遵守，根本沒有
資格擔任議員。而有關人等在參選時
都簽署了擁護基本法的法定聲明，但
實際上繼續鼓吹「港獨」，選舉主任
根據法例決定其提名無效，是合法、
合理的舉措。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在接受本報記
者訪問時指出，選舉主任的決定「好

正常」、「做得對」，「一個人已經
公然主張『港獨』，但又讓佢參選，
相信全世界都沒這種事。如果公然搞
『港獨』的人都可以參選的話，即係
變相鼓勵人搞『港獨』、鼓勵人違
法？這是沒可能的事！」
他坦言，這些鼓吹「港獨」的人竟
想進入政府體制公然作反和搗亂，只
有香港才有這種怪現象，實匪夷所
思。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立法機構是特區
政府的一部分，這些參選人既然不支
持，「又做咩議員？」

被問及能否阻止其他鼓吹「港獨」
的人參選，劉漢銓回應說，「港獨」
不像其他問題般可以有「不同意
見」，他相信選舉主任會有足夠資料
去判斷某些人是否搞「港獨」，及因
應情況作出決定。

容許「港獨」分子參選不正常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
端指出，選舉主任決定陳浩天提名無
效，決定符合「一國兩制」和香港基
本法的有關規定，也符合香港的整體
利益，「立法會議員遵守基本法是責
任，如果連基本法都不遵守，有何資
格去參選做議員？」
他強調，中央政府絕不允許「港獨」
分子禍害香港，香港市民更不會支持「港
獨」，不能因為這一小撮人搞「港獨」，
就要大部分港人為此「埋單」。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
會長王庭聰指出，裁決「好正常」、
「好合理」。容許搞「港獨」的人參
選是不正常、不合理。香港基本法已
經規定參選人要擁護「一國兩制」和
基本法，這是基本條件。目前，立法
會反對派議員已經拖累政府施政，如
果再讓「港獨」分子進入議會，將會
進一步破壞香港的經濟、穩定、和
諧。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律師支持選舉

主任的決定，「陳浩天已經立場明確
要搞『港獨』，那就不應該讓他參
選。香港基本法早已列明立法會議員
就職時要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
特區，但他在香港搞『港獨』，即是
要推翻基本法；他不願意效忠香港特
區，即是要推翻香港特區，既不擁護
基本法，又不效忠香港特區，選管會
就不應該讓他參選。」

各界：選舉主任決定合理合法

立法會條例第40條
「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任何人不得獲有效
提名為某選區或選舉界別選舉的候選人或為選
舉委員會選舉的候選人

「b) 提名表格載有或附有—

「i) 一項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

陳浩天早前報名參選新界西地方選
區時，簽署了參選表格內有擁護

基本法的法定聲明，但沒有簽署選舉管
理委員會擬備的《確認書》。後來，選
舉主任於7月25日以電郵致函陳浩天，
詢問他是否仍然主張及推動「港獨」。
陳浩天以電郵回覆稱，選舉主任沒有法
律依據向參選人查問政治立場，拒絕回
答是否支持「港獨」。7月26日晚上他
舉行記者會稱，他所簽署的擁護香港基
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聲
明，只是一個「政治操作」，更聲言他
的主張依然是支持「香港獨立」及廢除
香港基本法。

已多次公開播「毒」稱廢「法」
陳浩天昨日下午在社交網站聲稱接
獲選管會電郵，指他因違反香港基本
法第一條，故他的參選被裁定提名無
效。選舉主任羅應祺在電郵中用兩頁

半紙、清楚解釋了決定陳浩天提名無
效的9項理由。
他指出，從新聞媒體報道、他本人

及他報稱的政治聯繫「香港民族黨」
在社交網絡發表的影片及貼文，得悉
他和他擔任召集人的「香港民族黨」
曾多次公開發表言論（包括該黨的宣
言），明確宣稱要推動「香港獨
立」，廢除香港基本法，及以參與立
法會選舉為推動「香港獨立」的第一
步。

律政司意見指不符法規
經過從律政司獲得的法律意見後，羅

應祺認為，陳浩天主張、支持並推動
「香港獨立」，明顯與基本法的制定目
的和上述條文互不相容，「即使充分顧
及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基本法下享有
的被選舉權及言論自由，仍與香港基本
法有根本性抵觸。」

因此，羅應祺信納「陳浩天實際並
不、亦無意擁護香港基本法」，認為陳
在法律上沒有作出了一項符合《立法會
條例》第40(1)(b)(i)條規定的聲明，故此
必須決定候選人陳浩天的提名為無效。
陳浩天於傍晚舉行記者會聲稱，今次

提名無效是預料之中，但對選管會決定
感到非常憤怒，即場撕爛選舉主任信件。
他又揚言，未來會用「不同的行動」跟
進，包括去信聯合國、提出選舉呈請和

司法覆核等，更聲言將會有更大、針對
是次立法會選舉的行動，詳情稍後公佈。
他又即場呼籲市民晚上到金鐘集會表態，
卻只有百多二百人到場。
報名參選新界西的，還有梁志祥、陳

恒鑌、麥美娟、何君堯、田北辰、周永
勤、尹兆堅、郭家麒、李卓人、馮檢
基、黃潤達、黃浩銘、黃俊傑、朱凱
廸、鄭松泰、張慧晶、高志輝、湯詠
芝、中出羊子、呂智恆及鄺官穩。

■■陳浩天撕毀選舉主陳浩天撕毀選舉主
任信件任信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劉漢銓

陳浩天陳浩天「「港獨港獨」」言論摘要言論摘要
競選宣言

■香港自1997年「主權移交」，香港人不斷受
到「中國的殖民迫害」，生存空間遭受「空
前壓迫」。為了尋找生路，「香港民族黨」
召集人陳浩天宣佈參與2016年立法會選舉，
以作為推動「香港獨立」的第一步。

記者會
■「香港民族黨」認為只有香港人擁有香港的
主權，「獨立建國」，有利香港人的政綱才
可有效落實。

■「香港民族黨」主張「香港共和國」成立
後，建立為單一制主權國家、廢除特首及功
能組別、建立議會首相制；廢除一切歧視香
港人的政策，包括禠奪九七後出生的雙非兒
童公民權、停止輸入「中國移民」、禁止非
香港公民享有社會福利等等。

提名無效後
■即使「港共殖民政府」阻止敝黨參加是次選舉，
亦無法阻止「香港獨立」之歷史必然進程。

■敝黨絕不會就此退卻……誓必堅持到底，直
至「香港獨立」成為事實方止。

■敝黨在此特別呼籲仍然在學之青年人，在大
專院校及中學廣泛成立支持「香港獨立」之
政治組織……將來不論成為勞動階層、白
領、藍領，以至專業人士，請支持並參與推
動「香港獨立」，在各個界別累積「獨派勢
力」，為建立「共和國」奠下基礎。

整理：記者 羅旦

■選舉主任決定陳浩天提名無效的通知。

■盧文端 ■王庭聰 ■簡松年

■選舉主任決定陳浩
天提名無效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