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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視同仁 可以移民做法正確 後患無窮
容女士坦言

若「港獨」分子當選成為立
法會議員，後患無窮。

文森 攝

踢走陳浩天 市民讚「做得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國兩制」能保障香港

繁榮穩定，有人卻高舉「港獨」旗幟參選新一屆立法

會，受到大量市民唾棄。報名參選立法會新界西直選的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前日被選舉主任裁定參選

提名無效，昨日不少市民到旺角一個簽名街站，大讚

「選舉主任做得好」，並建議剔除其他鼓吹「港獨」分

子的參選資格。

旺角街站簽名者眾 籲剔除其他「港獨」分子參選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報名參選立法會新界西地區直選
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
天，日前被裁定參選提名無效。
港台《城市論壇》昨日討論有關
議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強
調，防止「港獨」蔓延，為法治
的大原則，須堅守這道底線。而
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副主席黃均
瑜表示，有關決定有法可依，若
陳浩天不同意選管會的決定，可
以提出司法覆核或選舉呈請。

陳勇：不能容許「獨」發酵
陳勇指出，任何一個政府均不

能容忍恐怖分子及分離主義人士
加入建制架構，如讓「港獨」分
子參選立法會的話，等同讓拉登
可以參選美國總統。他表示，立
法會條例第40條(1)已經明確列明
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今次選舉主
任取消個別參選人的參選資格，
完全是有法可依。至於坊間有指不排除全國人大將啟動釋法程
序，陳勇希望會是最後的一步，香港人能夠自行解決問題。他
強調，牽涉到法治的大原則，必須堅守這道底線，不能容許
「港獨」發酵。

黃均瑜：陳浩天極之缺德
黃均瑜表示，選管會的做法是政治決定，但並不違法，如果

陳浩天不同意選管會的決定，可以提出司法覆核或選舉呈請。
黃均瑜又說，香港政壇不會有「港獨」的空間，陳浩天公開呼
籲中學生成立「港獨」組織，這種行為極之缺德，必遭天譴。
出席同一場合的陳浩天則批評陳勇和黃均瑜邏輯不通，不時

出現「疊聲」情況。他聲稱，選管會以政治立場阻止他參選，
完全「違法違憲」，最後結果將會是「後患無窮」，「今日可
以用『港獨』理據」，按此原則的話，將成為打壓不同政見的
工具。
陳浩天揚言，待選舉結束後，便會提出選舉呈請，同時亦會徵

詢法律意見，研究司法覆核的細節，主要針對特區政府不能再以
提倡「港獨」為理由，拒絕別人參選及扼殺選民的投票權。他
稱，不擔心全國人大就今次事件，再一次啟動釋法程序，認為一
旦人大釋法的話，只會徹底增大本身的統治危機，揚言「香港民
族黨的成立宗旨，就是要製造最多的憲政危機」，而今次被拒參
選，亦是「意料中事」更屬「部署」的範圍之內。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則辯稱自己不贊同「港獨」，但基

本法沒有限制講「港獨」的人士不能參選，認為現選舉主任的
決定是越權，在基本法上硬加上去。戴又聲稱，若人大釋法需
循立法會進行本地立法，擔心會是「變相」為基本法23條進行
立法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香港民族黨」召
集人陳浩天日前接獲選舉主任通知其參選提名無
效，理由是信納陳浩天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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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已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昨日均表
明，「港獨」違憲、違法，認為選管會及選舉主任
只是依法辦事。

李：有「獨」政綱不應參選
已報名參選「超級區議會」的李慧琼指出，香港
是中國一部分，立法會議員遵守香港基本法是憲制
責任，認為推動「港獨」或有「港獨」政綱的人不
應參選，亦不應利用選舉這個平台來推動「港
獨」。她表示，尊重選管會的專業判斷，相信選舉
主任是依法辦事。
已報名參選港島區的張國鈞指出，法例要求立法會
參選人必須擁護香港基本法及香港特區政府，《立法

會條例》亦有列明，故選舉主任的做法並無任何爭
拗。他強調，不同意見人士均可報名參加立法會選
舉，但違法之事，包括「港獨」是不容許於香港發
生。

郭偉強：「港獨」屬違法行為
同樣報名參選港島區的郭偉強指出，所有參選人

都必須擁護香港基本法，而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港獨」屬違法行為，認為選舉主任的做
法是體現了擁護基本法。
已報名「超級區議會」的名單還包括：周浩鼎、
王國興、梁耀忠、涂謹申、鄺俊宇、何啟明、陳琬
琛及關永業。
已報名立法會香港島分區直選的名單還包括：葉
劉淑儀、許智峯、詹培忠、鄭錦滿、羅冠聰、司馬
文、王維基、陳淑莊、沈志超、黃梓謙、劉嘉鴻、
何秀蘭、徐子見及賴綺雯。

李慧琼：尊重專業判斷
張國鈞：「獨」不容於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香港民
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提名資格無效後，向來
無人留意、與「本土力量」何志光合組名單
參選九龍西的「香港民進黨」楊繼昌，昨日
突然自爆接獲選舉主任通知其提名無效，一
時掀起哄動。不過，原來楊繼昌提名資格無
效，不是因為其激進政治主張，而是因為他
連報名表格都未填好，引來大量網民譏笑。
楊繼昌早前報名時，不單沒有簽署確認
書，就連報名表格內的聲明也無簽署，反而
提交了一份「不擁護基本法」的聲明予選舉
主任，認為「基本法已不適合香港今日之狀
況」云云，而何志光則沒有簽署確認書。

選舉主任用兩頁半紙解釋
楊繼昌昨日在facebook聲稱：「選舉主任

確認何志光成為九龍西候選人，我因為講明
不擁護基本法而沒有簽署有關聲明而取消資
格。」其後「香港民進黨」的facebook貼出
選舉主任的電郵，選舉主任郭偉勳在電郵中
用兩頁半紙、清楚解釋了決定楊繼昌提名無
效的理由。
九龍西地區選舉主任郭偉勳表示，曾從

媒體報道及社交網絡發表貼文得悉，楊繼
昌所代表的「香港民進黨」曾公開發表分
離言論，並指出楊繼昌沒有在提名表格上

簽署《立法會條例》第40(1)(b)(i)條規定的
擁護香港基本法聲明，是並未按《選舉管
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第541D
章)第16(3)(b)條規定填妥或簽署提名表格，
經徵詢律政司的法律意見後，決定楊繼昌
的提名為無效。

竟稱被取消資格「預料之內」
楊繼昌事後承認自己並沒有完成整個報名

程序，因此提名無效是「預料之內」，但聲
稱令他「出奇」的是選舉主任引用他以前的
言論或媒體的報道，作為其中一個是否有權
參選立法會的理由，更邀請同樣提名無效的

「香港民族黨」陳浩天，司法覆核選舉主任
的權力。
但有網民就炮轟楊繼昌「扮被政治打

壓」。「Edward Ho」認為楊繼昌被取消提
名是「合法合情合理」，他指楊繼昌報名時
不但沒有簽確認書，連擁護香港基本法聲明
都故意不簽，「同選舉按金彈票一樣」，認
為他被取消提名絕對有法理依據，批評他
「想混淆視聽，扮被政治打壓，慳啲啦」。
其餘已報名參選九龍西名單還包括：蔣麗

芸、梁美芬、狄志遠、游蕙禎、黃碧雲、譚
國僑、劉小麗、李泳漢、朱韶洪、毛孟靜、
黃毓民、關新偉、林依麗、吳文遠。

批「港獨」分子騎劫港人意願
市民許先生表示，在法理上，香港基
本法列明香港隸屬中國，在情理上港
人與內地文化及傳統一脈相承，無法
割裂。他批評零星「港獨」分子騎劫
港人意願，「無端端講到好多人支
持！」他又指，倘香港脫離中國，食
水供應及食物都不能自足。對於選舉
主任裁定陳浩天參選提名無效，許先
生大讚選舉主任做法正確，「簡直令
人大拍手掌呀！」他認為，選舉主任
還應審視其他參選人，依法取消「港
獨」分子參選資格。
郭先生表示：「香港是中國的地
方！」香港與內地關係密不可分，

「平時提倡自由、民主都得，但談到
『港獨』就必須嚴正聲明不可接
受！」他指出，但凡提倡「港獨」的
參選者都是平日撩事鬥非的激進分
子，他認為，繼取消陳浩天參選資格
後，選舉主任也應裁定其他鼓吹「港
獨」的參選者提名無效，免得他們
「搞搞震」，煽動青少年參加亂七八
糟的示威活動。

背靠內地經濟發展得莫大裨益
羅先生表示，香港與內地血脈相連，

香港背靠內地，經濟發展得到莫大裨
益。他批評鼓吹「港獨」分子，「不認
自己是中國人，叫他移民外國！」
容女士則認為，香港有言論自由，大

家發表意見，務求社會進步是正常事，
但近月有人開宗明義講「港獨」，已經
超過言論自由的底線，不能容許有人將
「港獨」成為競選議題。她擔憂，只要
有一個主張「港獨」者當選成為立法會
議員，就會令立法會後患無窮，並指出
上屆立法會被反對派拉布拖垮，如果今
次是「港獨」分子入場，「議會場面就
不只嘈雜、擲雜物般簡單了！」

「愛護香港力量」秘書長李家家表
示，近來本港出現不少主張「港獨」的
組織，明目張膽鼓吹所謂「港獨」，明
顯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下的
憲制地位。她指出，擁護基本法是立法
會議員的基本法律責任，因此如今某部
分人士大舉「港獨」旗幟，由政府以至
市民都必須嚴加把關，將這些分離分子
拒諸立法會門外。

「愛港力」蒐簽名 籲踢走拉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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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昌稱「不擁護基本法」自絕提名

■黃小姐提起拉布，
不禁搖頭嘆氣。

文森 攝

■陳女士斥拉布浪費
資源。 文森 攝

■張國鈞 聶曉輝 攝

■李慧琼 聶曉輝 攝

■陳勇 劉國權 攝

■黃均瑜 劉國權 攝

■楊繼昌講述提名無效經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過
去的立法會會期，反對派議員不斷
拉布或缺席導致流會，令香港損失
27億元。團體「愛護香港力量」昨
日於旺角發起簽名運動，呼籲市民
善用手中一票，「拒絕拉布流會袋
黑金」，於立法會選舉中慎選議
員。簽名的市民批評反對派拉布令
議會「什麼也做不了」，直斥有關
議員強詞奪理，表明將會以選票踢
走他們。

擬8月下旬舉行盛大集會
「愛護香港力量」秘書長李家家表
示，過去兩年於全港各區擺設街站，
已收集逾5萬個簽名，反映大部分市
民認同拉布阻礙社會發展、罔顧市民

福祉。李家家續說，因立法會選擇將
近，是次街站新增了「慎用選票」的
主題，希望透過宣傳提醒市民有權監
察立法會議員的操守，呼籲市民慎選
議員，以選票踢走癱瘓政府施政者。
另外，團體打算於立法會選舉前，約
8月下旬舉行盛大集會。
黃女士輕嘆，拉布令立法會「什麼
也做不了」，浪費財力、物力和時
間，阻礙香港進步；不少議員強詞奪
理，煽動歪風影響香港民生，不是愛
港的行為。她強調，會在立法會選舉
投票予和平中立、能力較高和「硬
淨」的議員，以對抗「歪理」。

市民責浪費時間 非真心為港人
陳女士認為，拉布阻礙重要議題通

過，令資源無法妥善分配，對市民極
不公平，不少民生項目受阻，浪費時
間，並非真心為港人服務，指立法會
選舉會投票予愛港的議員。
另一名現職教師的黃小姐表示，極
討厭反對派的拉布行為，如令立法會
變成「垃圾會」，無法正常討論議
題，認為議員應「以理服人，以德服
人」，並以公正的態度看待不同項
目，而不是在場內叫囂，盲目反對。
居住大埔的她透露，會用選票踢走反
對派。
陳先生表示，拉布造成「內耗」，

本身沒有對反對派反感，但絕不贊同
拉布的行為，因會阻礙香港發展。他
表明會在立法會投票，屆時將根據政
綱挑選議員。

■陳浩天在
《 城 市 論
壇》再發謬
論。
劉國權 攝

羅 先 生 表
示，「有些年輕人不認自己
是中國人，叫他移民外
國！」 文森 攝

郭先生表示
選舉主任應同時裁定其他鼓
吹「港獨」分子的提名無
效。 文森 攝

許先生認為
陳浩天被撤銷參選資格，選
舉主任的做法正確。

文森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