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名「港獨」分子被拒「入閘」參與立法會選舉，但仍有一些支持「港獨」者渾水摸魚

取得候選人資格，包括「熱普城」5張名單更全數「過關」。其中，「熱普城」成員鄭錦

滿日前更於一個電台選舉論壇上公開表示，「港獨」是其一貫立場云云。鄭錦滿等人公開

宣稱支持「港獨」，已經違反了選舉提名表及確認書的聲明，不但盡顯其人投機取巧，誠

信破產，更觸犯了選舉法例，並且有發假誓之嫌。不容「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既是法律

要求，也是政治要求。反「港獨」行動亦不只是確認書一招，一些「港獨」分子以為「過

了海就是神仙」，只是一廂情願，選舉主任應依法取消其參選資格。「港獨派」進入議會

之心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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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邪路如走絕路 不「作死」就不會「死」梁立人

候選人「播獨」應取消參選資格

港東盟自貿協定
特首料年內傾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今屆特區政府致力把握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所帶來的機

遇。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網誌指

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近日到老撾萬象，首次參加東

盟十國的經貿部長會議，商討

（中國）香港—東盟自由貿易

協定。他透露，十國部長均同意

盡快完成（中國）香港—東盟

自貿協定的談判，務求在今年

（即2016年）完成整個談判。

蘇錦樑首與十國經貿部長會議
梁振英昨日在網誌以《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為

題撰文，提到蘇錦樑代表特區政府首次參加東盟
十國的經貿部長會議。他強調，本屆政府非常重
視和東盟的關係。「東盟是我們的第二大貨物貿

易夥伴，而且經濟發展速度可觀。印尼是東盟十
國中最大的經濟體，去年我率團訪問印尼，並與
印尼總統和副總統分別會面。」

感謝工貿署同事不懈努力
他續說，「去年底，香港教育局決定由2016

至2017學年起向印尼學生提供『一帶一路獎學
金—印尼』，藉以吸引傑出的印尼學生來港修
讀學士學位課程，而香港在印尼的經濟貿易辦事
處也將於年底前正式啟用。」和十個國家同時談
判範疇甚廣的自由貿易協定，殊不簡單，他特別
多謝工業貿易署的同事在過往三年的不懈努力。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 形象硬朗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出席中
電幼稚園教材套啟動禮，盡顯柔情一面，孖住中華電力總裁潘
偉賢（Paul Sir）聽小朋友講慳電故事，聽到興起仲同佢哋玩
手偶公仔，小朋友仲出題考兩位有幾環保，Paul Sir同身兼氣
候變化督導委員會主席的林鄭當然輕鬆過關。
能夠吸引到林鄭企定定聽故事，除了小朋友長得可愛，中電

亦有功。話說中電知道叫人慳電唔容易，於是從「小」入手，
製作了一套以電力為主題，集故事書、兒歌及桌上遊戲於一身
的幼稚園教材套《看到的電力》，派給全港近千間幼稚園。林
鄭話自己好少出席商業機構的活動啟動禮，但中電今次製作的
幼稚園教材套好有意義，值得出席支持吓。
為了吸引同學仔，中電搵本地插畫師b.wing創作故事主人翁

「超人中中」，變身電力專家，教小朋友電力安全和節能的基
本知識；又搵埋金像獎得獎音樂人戴偉創作兒歌《慳電乖
乖》，由出名靚聲的林二汶主唱，配合卡通動畫，等班小朋友
唱住歌仔學慳電。
中電指出，相信該公司是首間商營機構咁有心思，製作一套

包含不同工具的教材套，送給全港所有幼稚園。新教材雖然9
月開學先有得用，不過中電好貼心，已經將故事書、兒歌動畫
及工作紙上載網頁www.clp.com.hk/PowerYou供免費下載，趁
小朋友暑假得閒，可以先睹為快。

題外話，林鄭兩個仔分別叫林節思及林約希，中間的名字夾埋就係
「節約」，中電搵林鄭來為這套講環保慳電的幼稚園教材套揭幕，真
係幾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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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獨」近年
在香港有蔓延趨勢，社會各界必須加以警惕。劉
兆佳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認為，這是因部分年
輕人不明白「一國兩制」的初衷所致，而「港
獨」絕不是香港出路，更肯定沒有成功機會。他
期望年輕人可以明白：「這失敗的代價並不單是
年輕人承擔，而是香港、乃是全國都要承擔。」

四大理由「港獨」不會成功
劉兆佳在訪問中坦言，自己不會將「港獨」視

為嚴重問題，因這嚴格來說只是以年輕人為主、
缺乏領袖和政治精英加入、及得不到廣大社會支
持的運動，「第一，大多數只有年輕人參與；第
二，基本上否定現有建制勢力，及現有『泛民』
勢力，不把他們視為支持對象及改革勢力；第
三，它沒有任何成年人作為崇拜對象，他們之間
沒有明顯領袖；第四，基本上只是採取激烈抗爭
性行動，這些行動是得不到廣大社會支持。」

他坦言，「港獨」思潮的出現是因香港部分年
輕人不明白「一國兩制」的初衷，將「一國兩
制」視為可把香港變成政治實體，對中央擁有的
權利及責任並不清楚，「『一國兩制』是國家要
明白及尊重香港的生活方式及價值觀，但香港也
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不能讓香港變成顛覆基
地。你要接受『一國兩制』是同時為香港及國家
而設立，要維護彼此利益。」

籲中央與港互信 爭政改民主化
劉兆佳認為，「一國兩制」已是對香港最有

利，倘年輕人想推翻「一國兩制」再自立門戶，
肯定沒有成功機會，「『一國兩制』是香港當年
在最優越環境，爭取的最好條件，如果想再推翻
再搞，相信只是緣木求魚。」
他強調，倘要改善「一國兩制」，就應在中央

及香港互信的情況下，爭取政制改革民主化，這
才是切實可行的出路。

劉兆佳：「港獨」非港出路
4年一度的奧運會剛開始不久，香港不少

激進「本土派」在網上借機「抽水」，揶揄
國家隊的表現，試圖分化兩地人民感情。劉
兆佳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分析指，香港出
現揶揄奧運國家代表隊的情形，與「港獨」

及「反內地」意識出現有關，擔憂倘情況持續，將引起內
地人民反感，或會影響「一國兩制」能否持續下去。

少撮人「幸災樂禍」
劉兆佳在節目中指出，部分香港網民對國家隊運動員的表

現抱「幸災樂禍」心態，與香港近年出現「港獨」及「反
內地」心態有關，也涉及內地民族主義高漲釀成的反差，
「以往香港人包括年輕人都比較支持中國（國家）隊，但近
年來香港氣氛轉變，多了『本土意識』，對中央和大陸（內
地）出現逆反心態，近日更多了『港獨』意識，在這大環境
下，出現揶揄中國（國家）隊、對中國（國家）隊輸感到有
快感，反映了目前部分年輕人的心態。」
對於國家金牌運動員可能在奧運結束後訪港，他預計大

部分香港人都會歡迎，但不排除有
少撮人，特別是激進青年、推動
「港獨」或激進「本土」主義的人
士會策劃抗議行動，「大體上大部
分香港人都持歡迎態度，不需對少
撮人的態度看得太嚴重。」
劉兆佳認為，這種情況會否持續並惡化要視乎不同因

素，但從社會學角度看，這只是某種特殊環境的產品，相
信到達某一程度後會有調節。
他又說，暫時未見到內地同胞有普遍排斥香港的情況，
但倘「港獨」意識情況持續，引起內地人民反感，他擔心
香港會有損失，包括影響「一國兩制」能否持續下去。
他又說，「一國兩制」日後能否延續和發展得好，相
當程度上要看內地同胞是否認同「一國兩制」是處理香
港前途問題最好方法。他解釋說，香港因「一國兩制」
享有優勢，若香港不能成為國家的幫助，反而對國家政
策造成威脅，可能就會有人反對繼續以「一國兩制」方
式治港。 ■記者 鄭治祖

國家健兒遭揶揄 佳叔憂持續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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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分子梁天琦被選舉主任
裁定立法會選舉提名無效後，聲言要
抗爭到底，「革命將是唯一的解決方
法」。不過儘管梁天琦裝出一副無辜
及悲情的樣子，卻沒有得到香港市民
的同情，只換來一小撮同路人的悲
鳴。表面上，泛民對梁天琦的下場兔
死狐悲，其實內心暗暗歡喜，因為少

隻香爐少隻鬼，少了一個爭飯吃搶溪錢的惡鬼，豈不
是正合其心意。但也有些惟恐天下不亂的狂徒，對選
舉主任進行「起底」及恐嚇，甚至寄上刀片及詛咒字
眼的信件，配合梁天琦的「革命」行動。
說到梁天琦的「革命」，很多人會掩面嗤笑，因為

他們都知道，這個口出狂言的年輕人，究竟有什麼本
錢「革命」，是拉隊上山打游擊？還是揭竿起義搞政
變？以他的斤両，恐怕兩者都沒資格，唯一可能的是
追隨外國反華勢力搞顏色革命。
香港歷經百年變遷，是世界上最安定繁榮的地區之

一，在香港搞顏色革命，猶如在香港人的家園放炸
彈，香港人會答應嗎？再說，被取消參選資格的「港
獨」人士大都是名不經傳的小人物，他們對社會沒有
任何貢獻，也沒有任何崇高的理想目標，卻欲借「革
命」之名渾水摸魚，他們的所為能得到廣大市民的支
持嗎？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政治流氓，太平盛世無
事找事，唱着「無民主毋寧死」的悲歌，擺出一副慷
慨赴義的姿勢，其實和那些喝了兩杯黃湯便以為自己

有權殺人，夢想開國封神的的鄉間神棍一樣。只待維
護治安的警笛一響，達摩克利斯之利劍高懸，這些人
便會嚇得屁滾尿流地逃到外國避難，只給香港人留下
被他們搞得亂七八糟的爛攤子。
「兩制」之上，尚有「一國」在前。想搞亂香港，

無異是向中央政府挑戰。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絕
非東歐小國，中東諸國可比，她是如旭日東升的大
國，是世界公認的第二大經濟體。當年十七國聯軍聲
勢洶洶，也難將中國人嚇倒；今日就是十個航母戰鬥
群游弋，我們也不會在南海退讓一步。中央政府在國
家主權問題上向來寸土不讓，要在香港搞顏色革命，
面前只有絕路一條。
梁天琦等人「機關算盡」，妄圖通過參選混入香港

的權力中心，利用立法會作為他們「反中亂港」的舞
台，這一着卻是徹底的「打錯算盤」了。無疑，市民
對政府施政不暢、立法會不停「拉布」和社會上政治
爭拗不絕的情況確實是感到厭倦和憂慮，但是，明眼

人都清楚這是誰造成的，這筆賬不能賴在特區政府頭
上。況且港人在「一國兩制」和不能分裂國家這一重
大原則問題上的立場是清晰無誤的，任何理由，都不
能動搖「一國兩制」，不能以損害國家民族利益來作
為代價，這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及絕大部分港人都
不能退讓的「底線」。
可以想像，一旦「港獨」勢力在香港坐大，甚至公

然進入了立法機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公開鼓吹分離分裂、「完全自治」以至「獨立」，
這將會是何等嚴重的政治災難？誰能負擔得起如此沉
重的代價？七百萬香港人豈能眼看自己賴以安身立命
的家園遭此大劫，中央政府也不會坐視國家分裂、主
權受侵，到時梁天琦之流的顏色革命只會是一場引火
燒身的悲劇。常言道，不作死就不會死，對「港獨」
狂人來說，「港獨」邪路就是一條絕路，不但沒有任
何成功的機會，同時也會將自己帶入萬劫不復的噩夢
中！

在報名參選立法會選舉時，在反對派內最早簽署確認
書的「熱血公民」港島區候選人鄭錦滿，明言擁護基本
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但在「入閘」後竟宣稱自己
一直支持「港獨」；「東九龍社區關注組」陳澤滔亦指
自己支持「港獨」；「熱血公民」黃洋達此前則高調出
席了「港獨」集會。這些人的言行都反映了一個事實：
就是其「獨心」不改，簽署確認書只是企圖欺騙公眾。

選舉主任有權責把關
事實上，多名主張「港獨」的參選人先後被裁定提名
無效，顯示特區政府在反「港獨」上是動了真格，絕不
容許「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熱血公民」鄭錦滿等

人過去確實沒有明顯發表過主張「港獨」、製造「分
裂」的言行，加上他們第一時間簽署確認書，表態擁護
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當局批准其參選
資格，也是無可厚非。然而，有關資格不是「免死金
牌」，不代表他們就可以「過關」。
基本法在序言中開宗明義講得很清楚，國家在香港實

行「一國兩制」，既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
整，也是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也是中央通過基
本法作出的莊嚴承諾和必須承擔的憲制責任。根據《立
法會條例》第四十條規定，參與立法會選舉的人士須按
照法定的提名程序在提名表格內簽署聲明，示明會擁護
香港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否則參選人不

得獲有效提名為候選人。這個規定將一直規管候選人的
言行，絕無期限。
對於一些人在參選期間主張「港獨」，法例對他們也

有規管。根據《立法會條例》第四十二（B）條第四
款，選舉主任在選舉日期之前，有權決定候選人是否喪
失參選資格。同時，按照《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中，
選舉主任一般權力包括選舉主任是否信納某候選人的承
諾是否屬實，若候選人的言行與提名文件完全不同的
話，選舉主任有權取消其參選資格。這些法例都賦予了
選舉主任把關的權力，他們不只是要嚴格把守前門，不
讓「港獨」分子參選，在選舉期間更需要繼續監察候選
人的言行，如果其言行有抵觸參選表及確認書的聲明，
選舉主任就可依法取消其參選資格，執法部門更可追究
其發假誓的行為。因此，「港獨」分子以為「入閘」後
就可以規避監管，可以「自由地」散播「港獨」言論，
討好「港獨」分子，這只是他們的痴人說夢，絕不可能
實現。

「港獨派」絕不可能入立會
不容許「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既是法律界線，亦

是一條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線，與參選自由沒有關係。原
因很簡單，如果讓「港獨派」人士參選，可以成為「合
法」候選人，並且接受傳媒訪問，出席電台、電視台選

舉論壇，免費郵寄單張，這豈不等於以
公帑讓這些人宣傳「港獨」？再推論下
去，假如一些人成功當選，可以獲得逾
千萬元的薪津，可以用公帑聘請助理，
並且可以利用他們議員的身份在立法會
宣揚「港獨」，而由於其議員身份，其
言論將有法律保障，這豈不將立法會變
成「播獨平台」？而其聘請的助理又可
以落區宣傳「港獨」，搞「分裂」行
動，這樣豈不等於以公帑資助「港獨」？如果讓「港
獨」分子用公帑堂而皇之地四處傳播「港獨」，這樣香
港還是「一國」之下的特別行政區嗎？香港的繁榮穩定
還有保障嗎？
如果不幸讓「港獨」分子當選，必將衝擊「一國兩

制」，惡化兩地關係，更會引發政治動盪，對廣大市民
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出現，才需要嚴
格把關，將「港獨」分子拒於立法會門外，令他們不能
進入建制內，「毒」化立法會。而且，阻止「港獨」分
子進入立法會是一場反「港獨」戰役，絕不止確認書一
招，就算他們在選舉中獲勝，亦不可能當選為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議員，「港獨派」進入議會之心可以休矣。中
央堅定底線，堅拒「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出發點都
是從香港利益着想。各界理應支持有關做法。

王 國 強

■■林鄭月娥昨出林鄭月娥昨出
席中電幼稚園教席中電幼稚園教
材套啟動禮材套啟動禮。。

■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和東盟的關係。圖為去年12月梁振英出席在港舉行的第二
屆東盟發展論壇。 資料圖片

■劉兆佳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