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6年年88月月1212日日（（星期五星期五））A4 ■責任編輯：陳又新 ■版面設計：崔竣明2016立法會選舉9 月 4 日 (星期日)

本報連日揭發公民黨成員對

「港獨」立場飄忽，更包藏

「獨」心。在該黨早前發佈的

政綱中，鼓吹要起草「公投法」，稱香港人有權對所謂

「二次前途問題」作「具憲法效力的投票」，來決定自

己未來云云。競選連任的新界東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在

早前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聲稱反對「港獨」，但他在今

年3月回應是否支持「公投」及「港獨」時，就以「登

月」來比喻，「如果有香港人想探月（指實踐『港

獨』），我們現在是否要做足基本工夫？」公民黨主席

余若薇今年4月曾暗示本港沒有「公投」基礎，但該黨

最後還是在政綱中列明，建議起草「公投法」。公民黨

所謂的「公投」、「自決」，都是在為「獨」做準備工

夫，暗「獨」之心昭然若揭。 ■記者鄭治祖

公民黨近日發佈了所謂「十大重點
政策綱領」，當中第三則綱領的

其中一條聲稱，該黨建議起草「公投
法」，由全港選民對影響香港的重大
事件「公投」，在「有法理基礎下」
踐行「港人治港」。

余若薇曾指公投有局限
該黨聲稱，回顧1984年，中英兩國

談判將香港置諸局外，香港人「無法
決定自己的未來」，面對「2047『五
十年不變』大限」，香港人應該有權
對「二次前途問題」作「具憲法效力
的投票，決定自己未來」，又稱此一
法例曾於香港基本法草案第二稿，附
件一第七及八點有所提及，惟最終未
能落實。

本報記者昨日翻查資料，發現公民
黨主席余若薇在今年4月接受《星島日
報》訪問時，曾暗示本港沒有「公
投」基礎。她當時稱「2047（ 的問
題 ） ， 不 是 公 投 可 以 解 決 所 有 問
題」，指「公投」只是一種工具，有
其局限性，只能就個別議題表態是否
支持，難以討論細緻內容，但香港前
途的可能選項，可以有很多變化，事
前需要諮詢、討論，香港人可以很多
方法參與決定前途的方法云云。但事
隔4個月，公民黨卻又提出訂立「公投
法」，可見該黨立場飄忽不定並非

「浪得虛名」。
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公民黨提出訂

立「公投法」，或是否為「港獨」鋪
路。楊岳橋日前接受本報記者訪問
時，聲言自己從來不覺得要革命，也
不認同「港獨」，更以「登陸火星」
來比喻，稱「佢哋主張『港獨』、主
張激烈嘅政治主張，就好似一個人主
張要登陸火星，佢覺得𠵱 家唔係時候
要登陸火星、佢冇足夠能力，佢自己
去評估啦。因為我從來唔主張要登陸
火星」。

楊岳橋探月論疑似挺「獨」
不過，本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楊

岳橋，在今年3月接受網媒「獨立媒
體」訪問時，被問及公民黨「公投」
及「港獨」的關係時回應說，就以類
近「登陸火星」的「登月」來比喻，
稱公民黨對「未來的想像」持開放態
度，會擔當促進討論的角色，更稱
「我不可能現在把月亮拿給你，但如
果未來30年有香港人想探月，我們現
在是否要做足基本工夫？」這證明了
公民黨的「公投」，實際上是為「港
獨」鋪路。

本報記者昨日再次致電楊岳橋查
詢，但他推說正在忙碌，又稱稍後再
聯絡記者，但直至今日凌晨截稿前都
沒有回覆。

楊岳橋半年變色 既反「港獨」又做「工夫」
訟黨宣公投法 包藏獨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
民黨在立法會競選政綱中提出所謂
「研究訂立公投法」，圖為「港獨」
鋪路，香港多位政界人士批評，公民
黨在「港獨」問題表裡不一，口裡說

不，身體卻很誠實，擔當了「港獨」
的幕後推手。由於「港獨」已進入
「實際行動」，他們建議特區政府盡
快研究分裂國家及叛逆罪的適用範
圍，杜絕「港獨」繼續滋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
席、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批評，
公民黨暗推或明推都反映他們是「港
獨」分子，但令人擔心的是「明毒易
擋、暗毒難防」，而無論是出售軟性
或硬性毒物都是販毒，該黨所作所為
實與「毒販」無異。

他強調，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不存
在所謂「公投」及「自決」的法律依
據，又以公民黨的邏輯反問，「是否
上水居民對全港政策有意見又舉行
『公投』？這是匪夷所思的。」他奉
勸以大律師為主的公民黨，不要為爭
立法會議席而亂抽「獨水」，稍一不
慎自己分分鐘會被「獨死」，更會遺
害香港。

煽風點火 圖誤導青年
港區全國人大港區代表、政法小組

組長王敏剛指出，所有西方民主國家
及地區都會很審慎地對待「公投」行
為，不會任意舉行。香港特區成立只
有19年，有很多地方有待完善，但
公民黨打正旗號鼓吹「公投法」，明
顯是有計劃衝擊香港的憲制，刻意打
亂香港基本法賦與港人「循序漸進」
發展民主的承諾。

他批評，「港獨」問題已對港人做
成嚴重困擾，公民黨的核心由多名資
深大律師組成，現在竟提出違法的建
議，煽風點火，圖誤導年輕人，暗中
助長「港獨」思想，令人質疑是否有

心搞亂香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批評，公

民黨曾「信誓旦旦」稱反對「港
獨」，但其所作所為卻是不折不扣的
「港獨」倡議者、推動者：從發動所
謂「五區公投」，到兩年前反對特區
政府推行國民教育，到煽動港大學生
阻礙港大校委開會等，完全都是在挑
動年輕人的情緒，以達到推動「港
獨」的目的。

他指出，雖然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還未立法，但回歸前已經有分裂國家及
叛逆等法例，在回歸後經過法律適應化
後，已成為香港特區法例，各執法部門
應該研究哪條法例可以杜絕「港獨」，
禁止「港獨」像病毒般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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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責公民黨口不「獨」實暗「獨」

Ronald St Lam：到底
是余大狀個人言論定陳大
狀a/c被hack? 為何同一個
黨有幾種立場？

李風韻： 投票可以一贊
一反一棄，立場出九頭蛇有幾出奇？

陳陶陶： 佢哋個黨一向有六種方向唔同嘅
主張。
Ronald St Lam： 六道仙人？廿四個比

利？
Samuel Sum ：繼續買圍骰，公×黨本

色。
Martin Ma：全港政黨都沒有論述，只可

跟着陳雲永續基本法轉圈。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鄭治祖

在2009年至2010年初，反對派包括社民連
及公民黨提出了所謂「五區總辭，變相公投」
時，中央已經就所謂「公投」表態：國務院港
澳辦及中聯辦分別發表聲明指出，「公投」是
由憲制性法律加以規定的，是一種憲制性安

排，具有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含義，但香港基本法沒有規定
「公投」制度。

聲明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無權創制
「公投」制度，在香港進行所謂「公投」沒有憲制性法律依
據，沒有法律效力。

「公投」政制發展 違反基本法
聲明指出，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有關決

定，已對香港政治體制的未來發展，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實行普選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和程序作出明確規定。

在香港以任何形式對未來政制發展問題進行所謂「公
投」，與香港的法律地位不符，是從根本上違背香港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

聲明又強調，關於香港政制的發展問題，無論大家的意
見、立場有多大的不同，都必須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所確定
的程序辦事，而任何偏離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序的行為做
法，都無助達成社會共識。

特區政府當時也發表了聲明，認同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方
行政區域，無權創制「公投」制度，時任
行政長官也曾清楚指出，「在香港進行任
何形式的所謂『公投』，都是完全沒有法
律基礎和沒有法律效力的，特區政府是不

予承認的。」聲明又形容港澳辦公室
就「公投」問題

發表聲明，顯
示中央對所謂
「公投」一事
表示嚴重關注。
■記者 鄭治祖

臨近立法會選舉，反對
派又再為求選票互揭瘡
疤，支持「熱普城」的
「 香 港 城 邦 國 Hong
Kong City State 」 fb 專

頁，近日不斷質問反對派有關「永續基本
法」看法。公民黨主席余若薇罕有地回應
稱，公民黨要求檢討香港基本法有關條文，
現時討論「永續基本法」是言之過早。不
過，同樣屬公民黨的港島區候選人陳淑莊則
在其政綱稱，自己的目標是「永續自治」。
難怪再有網民恥笑公民黨貫徹「投機」風
格，立場飄忽，「買晒莊閒和？」

「迷雲黨」的fb專頁「香港城邦國 Hong
Kong City State 」近日不斷在反對派中人的
fb留言，詢查他們對「熱普城」提出的「永

續基本法」看法。本來早已與「熱普城」割
席的反對派通常都不予理會，但余若薇就回
應稱：「公民黨要求檢討基本法有關條文，
包括澄清22條有關單程證審批權、158條有
關人大釋法、74條有關立法權限，未有『真
普選』前講『永續基本法』似乎言之過
早。」

傻根揶揄本末倒置
「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也不忘即

時「抽水 」，分享了「香港城邦國 Hong
Kong City State 」的相片，揶揄反對派本末
倒置，缺乏政治學常識，「香港『主權』不
能澄清，香港不可能有普選或自決，這是政
治學的常識。公民黨或『泛民』，包括『港
獨派』，就是要拖延香港取得自主權，令普

選遙遙無期，更方便共產黨『赤化』香港到
2047。」

傻根又在其帖子留言稱，對公民黨的感到
驚嚇（terrifying ），「難怪兩年前公民黨的
成員找我宣傳『永續基本法』了。」有「迷
雲黨」則發現，公民黨港島區候選人陳淑莊
的競選政綱寫明目標是「永續自治」，恥笑
公民黨為求選票，立場不一，「為何同一個
黨有幾種立場？又學上次中國醫生咁買晒
『莊閒和』？」

另外，不知是否籠裡雞作反，「香港城邦
國 Hong Kong City State 」近日也質疑「熱
普城」九龍西候選人黃毓民改變立場，「我
記得毓民曾經燒基本法。依家佢支持『永續
基本法』，係歷史同我哋開玩笑」，更稱選
民如果不支持可以不投他。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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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前排左一）和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前排左二）在對待「港獨」問題上，均前後不一。 資料圖片

本報2010年1月
16日（右圖）和
2014年 6月 21日
（左圖）報道港澳
辦和中聯辦指責在
港搞「公投」不合
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