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歸英派」炒作「2047」假危機
政界指基本法是中央對港承諾 批向英乞援「沒事找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立法會選舉結果塵埃落定，以「永續基本法」為名推動「港獨」

的「熱普城」聯盟僅取一席，但昨日仍有「歸英派」向英國外相約翰遜發公開信，聲稱香港基本

法提到「一國兩制」實行至2047年，香港正面對「信心危機」，而「熱普城」取得15萬票，證明

不少港人支持「永續基本法」，要求英方採取實際行動處理香港基本法的「期限問題」。有政界

人士強調，香港已經回歸中國，英國在香港內政已沒有任何角色可言，並批評「歸英派」是「沒

事找事來做」；而香港基本法是中央政府對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莊嚴承諾，不存在「期限

問題」，所謂「信心危機」只是部分政客炒作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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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英派」歪論及香港基本法原文
「歸英派」歪論

……Article 5 of the Basic Law provides that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rrange-
ment lasts until 30 June 2047.（香港基本法
第五條規定「一國兩制」安排維持至2047年6
月30日）

香港基本法第五條原文

（中文）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
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英文）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policies shall not be practised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he previous capitalist
system and way of life shall remain unchanged for 50 years.

「歸英派」facebook 專頁「Brits For
Hong Kong」昨向約翰遜發公開

信，要求英方關注香港基本法的「期限問
題」。信中聲稱「香港基本法第五條規定
『一國兩制』維持至2047年6月30日」，
香港正面對「不明朗的前景」、「信心危
機」，應立即研究「香港基本法可否延
續」、「『一國兩制』會否變成『一國一
制』」等問題。

曲解基本法是中英共訂
信中續稱，在今屆立法會選舉中，只有

「熱普城」關注有關問題，而有154,176個
港人投票支持「熱普城」的「永續基本
法」建議，清楚顯示廢除或修改香港基本
法第五條獲得「大量支持」，以增強香港
市民和國際投資者對2047年後之信心。
組織聲言，英國與中國「共同制訂香港

基本法」，故此英國政府、特別是外交
部，應採取實際行動來處理香港基本法的
「期限問題」。
雖然獲「歸英派」背書，但《熱血時
報》昨日在 facebook 轉載報道時，一眾
「熱狗」似乎不太領情。「Andy Chio」稱
英國見利忘義，不會理會香港，「要理晨
早理咗啦！」「Ka Lok Chan」直言致函
者是一班「歸英派港豬」，「到今日依然
天真無邪地會相信舊時事頭婆會同你執手

尾！賭乜都得，你班港豬最後咪畀英國佬
求其發一段冇立場嘅聲明耍×你囉！」
「蔡彩梓」就揶揄：「開始懷疑班歸英×
都黐黐哋線。」
「Brits For Hong Kong」在《熱時》

facebook 專頁留言稱，他們不是「歸英
派」，「只是在英國生活、關心香港的普
通人」，他們的期望是現實的，要英國政
府挑戰聯合國其他成員國的主權也是不切
實際，但香港基本法「由中英雙方共同制
訂」，英國外交部月前也發表聲明，稱會
支援香港「憲制改革」，「雖然『熱普
城』在5席的目標中只取得一席，但他們
取得的154,176票是對『憲制改革』的『強
大認可』。現在的國際焦點都在羅冠聰和
黃之鋒身上，但我們更能感受到是那
154,176個選民不容忽視。」

盧文端：港事與英國無關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接受

本報訪問時強調，香港的主權已經屬於中
國，而修改香港基本法與否是中國的內部
事務，與英國完全無關；又指出中英雙方
共同制訂的是《中英聯合聲明》，而非香
港基本法，香港基本法是由中方委員及港
方委員共同諮詢和起草的，認為「歸英
派」應搞清楚事實。
他並強調，香港基本法是中央對在香港

實行「一國兩制」的莊嚴承諾，而且用法
律條文規定，不存在「期限問題」，相信
香港今後都會實行「一國兩制」，而這安
排也是廣獲支持的。

盧瑞安：英已無任何角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即使是

「永續基本法」也是屬於「一國兩制」中
的「一國」範疇，英國在有關問題的角色
只限在中英談判期間，現在已沒有任何角
色可言，批評「歸英派」是「沒事找事來
做」。
他又認為，有部分政客將本來不是問題

的事情當成是問題去炒作，現時的所謂
「二次前途問題」、「信心危機」也是正
因如此。

自封為「城邦派國師」的陳云根（陳
雲），以「熱普城」聯盟的名義參加本
屆立法會選舉失利。被選民唾棄的陳云
根，敗選後數日宣佈「退隱」，並聲言
將「閉門思過」。據本報了解，由於

「城邦派」內部嚴重內訌，多名弟子因競選期間拒絕為其
助選而被「逐出城邦」。這次陳云根敗選，不少「城邦弟
子」眼見經已失業的「國師」政治前景一片灰暗，已紛紛
四散而去。據悉，他過去兩年「冊封」的數十名「城邦官
員」，「武將」只剩三人，真可謂「樹倒猢猻散」。

眾「弟子」拒助選反打對台
本月7日，陳云根在敗選後數日於其個人facebook上發佈

「退隱聲明」，聲言會「閉門思過，不再見無謂之客，不
淨之人」，而他在網媒的節目和專欄也將「終止」云云。
據熟悉「城邦派」內情者透露，「國師」在敗選後數日才
宣佈「隱退」，「非自願也，是無奈也。」原因是這兩
年，特別是今年以來，曾跟隨「國師」的「城邦弟子」走
的走、散的散，有的更在其競選期間「打對台」。

其中，在30年前與陳云根是中文大學同學、幾年前特別
從歐洲回來助其「一臂之力」的曾焯文，兩年前曾被「國
師」冊封為「城邦文忠公」，但因這次幫「青年新政」助
選，而遭「國師」公開宣佈將之「逐出城邦派，並取消封
號」。至於一名號稱是「城邦護國大法師」的男子，也因
為在fb上發表有關「本土派不要互罵」等言論，而被一些
「國師信徒」認為是不幫「城邦派」，並被懷疑是「內
鬼」。

據不完全統計，陳雲在2014年5月成立「香港復興會」
（「城邦派」）以來，已「冊封」數十個「城邦封號」給
追隨者，但至今不少「侯王」、「娘娘」、「太子」、
「公主」已紛紛離去（見表）。其中被「冊封」為「靖遠
太子」的馬駿朗，曾在「國師」授意下在英國註冊成立
「香港獨立黨」，但馬駿朗早前已公開與陳云根「反
面」，宣佈脫離「城邦派」。 「忠烈公」王洪基則在去年
已宣佈自己不是「城邦派」，這次競選期間，他也一直為
「青年新政」助選。

逾十「城邦武官」走剩三人
據了解，由於「國師」宣佈「隱退」，一些「城邦弟

子」也感到自己遲早成為「無主孤魂」，紛紛離開自尋出
路。日前有數名「城邦弟子」在聚會時直言，「國師」曾
先後「冊封」十多名「城邦將軍」，但至今仍在「國師」
身邊的，只剩下姓葉的「伏波將軍」、姓吳的「神勇將
軍」、姓陳的「神龍將軍」。

除「武官」外，不少「城邦文官」見陳云根失落選舉而
意興闌珊。據透露，忠實追隨者「義勇娘娘」有見大樹飄
零，其他「城邦弟子」四散，也欲離港他去。

據了解，這些「城邦弟子」中，有多人曾涉刑案。其
中，今年38歲、姓吳的「神勇將軍」，因涉嫌「有犯罪或
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被警方拘捕；他並涉及年初二的
旺角暴亂事件，警方指其「曾於網上社交媒體鼓吹他人於
旺角參與暴亂」。目前仍在保釋候查階段，每周須到警署
報到。 ■記者 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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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弟子」猢猻散 陳雲無奈「退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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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年輕人於網上張揚地展
示自己的行為，又串通政團轉載宣傳，但被外界發現後，
卻突然發茅指控別人「監控」自己，這就是意圖在校園播
「獨」的所謂「本土關注組」的神邏輯。有基督教中國佈
道會聖道迦南書院學生在9月4日公開成立「迦南本土關
注組」，於背後煽動的「學生動源」當晚隨即在facebook
專頁為其宣傳，令該「關注組」成立的消息「通天」，翌
日被校方要求其不要濫用校徽與校名。不過，「關注組」
昨卻疑是「被害妄想症」發作，聲稱教育局太快知道其存
在，指控「覺得」遭「監控」云云。

迦南「獨生」組「關注組」
「學生動源」煽動極少數學生成立的「關注組」，意圖
以違法違憲的「港獨」思維「獨」害其他學子，卻又「賊
喊捉賊」不斷「覺得」自己是「受害人」。
其中，「迦南本土關注組」日前與校方見面，並轉述校

方表明反對校內討論「港獨」問題，而學校亦有發家長
信，提醒學生在表達意見時，更要尊重法治精神。

「學動」轉載宣傳「通天」
「關注組」成員Calvin昨回應傳媒時提到，在成立後翌

日，校方及教育局已「咁快」知道其存在，指控教育局有
專人「監控」，聲言是「白色恐怖」及「侵犯學生私
隱」，「我『覺得』教育局或者有專人或部門專責負責喺
唔同渠道，跟進好似『學生動源』、『關注組』嘅消息，
去監控大家。」
不過，該成員卻未有提及其專頁是於網上公開成立，並

隨即獲有逾7,000個讚好的「學生動源」發帖轉載公告，
為其「宣傳」助勢，有關成立的消息當晚已「通天」。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局方已明確指出「港獨」並不符

合香港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任何「港獨」主張或
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若學校發現學生未經校方批准，以
學校名稱成立「本土關注組」，如其目的是散播或宣揚
「港獨」主張或活動，學校應作適當跟進。
發言人又指，當局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就學校的發展
提供意見及適切的支援，是教育局區域教育服務處的恒常
工作。
局方並強調，學校管理層近年在處理政治化事件上已有一

定經驗，深信校長及老師將一如既往發揮教育專業精神，確
保學生可在安全、有秩序及專業教學的環境下學習。

■曾焯文（左）曾是陳云根的忠實信
徒，但因曾焯文幫其他「本土派」助
選，被陳云根「褫奪城邦封號」、掃
地出門。 網上圖片

■獲「冊封」為「護國大法師」的祖
利安雖長期追隨陳云根，但在今屆選
舉中沒有表態支持「國師」，被其他
「信徒」懷疑是「內鬼」。 資料圖片

■「Brits For Hong Kong」昨向英國外相發公開信，要求英方關注香港基本法的「期限問
題」，被批評是「沒事找事來做」。 fb截圖

■「學生動
源」日前在
fb轉載「迦
南本土關注
組」的成立
公告。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