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漁民團體聯會、香港
農業聯合會發表聲明，批評
「青症雙邪」游蕙禎及梁頌恆
在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時公然
竄改誓言、宣揚「港獨」及侮
辱華人、踐踏國家及民族底
線，惹來華人社會公憤，更明
顯違反香港基本法及《宣誓及
聲明條例》。惟在其他反對派
議員曲意迴護下，游梁二人勢
利用審判期內的空檔，繼續肆
意利用立法會平台宣揚「港
獨」，令立法會甚至整個香港
萬劫不復。他們支持全國人大
常委會運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及香港基本法所賦予的
權力，盡快釋法釐清宣誓問
題，平息紛爭；盡快將任何
「港獨勢力」及辱華議員逐出
議會，確保立法會議員必然效
忠國家及特區，維護「一國兩
制」及香港的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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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網民撐主動釋法 反對派灌水敗
盼人大常委會「一錘定音」當機立斷護國安滅「港獨」

全國人大常

委會正審議香

港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條的解釋草案，主流民

意對此深表認同。有傳媒近日

進行網上民調，發現有高達九

成半被訪市民支持人大主動釋

法。雖然反對派動員「造數」

投反對票，但截至昨日下午5

時，仍有八成半人支持人大主

動釋法。有網民指出，全國人

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可以「一錘

定音」，解決「港獨」引起的

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的問題。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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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症雙邪」
游蕙禎及梁頌恆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上宣
「獨」，激起全城憤慨。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
日在出訪中東前夕，主動提到全國人大常委會
釋法的問題。他強調，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
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安排是香港整體法
制一個重要部分，而是次事件的性質非常嚴
重，已遠遠超越了香港可以接受的底線，涉及
國家主權的問題，中央極為重視，同時必須要
嚴肅地處理，故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在履
行其憲制責任。
曾俊華昨日率領商貿代表團，前往中東考察
「一帶一路」商機，包括到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廸拜和伊朗德克蘭等地。

釋法是港整體法制重要部分
他在機場會見記者時主動談到釋法事件，並
強調了兩點，一是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之下，
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安排是香港整體法制的
一個重要部分。「人大釋法是不單對法院有約

束力，對政府、對立法會亦是有約束力的。這
個安排一直都存在，亦都會繼續存在。」
他續說，第二點就是，是次事件的性質非常

嚴重，更涉及國家主權的問題，「中央是極為
重視，亦必須要嚴肅地處理，人大亦是履行它
維護國家主權的憲制責任而已。」

游梁應反省是否合適當議員
曾俊華相信，香港社會對游蕙禎及梁頌恆兩

人在宣誓事件上的表現，已經表達了非常清晰
的意見。「我相信今次的事件對於香港的影
響，我們沒有人是希望看到的。我相信兩位都
應該知道，他們的行為是已經遠遠地超越了在
香港可以接受的底線，（他們）應該反省一下
自己是不是可以繼續適合當議員。」

相信不會衝擊投資者信心
被問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次在法院審理有

關的司法覆核個案時釋法，會否衝擊香港的
法治，延伸至影響外商及投資者對香港的信

心時，曾俊華重申，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對
基本法的釋法權，是香港法制的一個部分，
必須尊重，「現在做這件事情（釋法），是
不會有什麼衝擊，或者有些人會覺得這樣的
做法是不理想，但這亦不會作出一個什麼衝
擊，我相信外面的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是會
繼續存在的。」

財爺：「辱誓」越底線 須嚴肅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
常務委員會正審議香港特區基本法第一百零
四條的解釋草案，已宣佈會參選特首的退休
法官胡國興昨日指，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一百
五十八條，釋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力，
如果釋法是依照香港基本法行事，對司法獨
立、香港特區的終審權和香港法治精神不會
有影響。
胡國興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相信不

少市民會認為此時釋法會衝擊香港的獨立司
法權及法治，但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
八條，全國人大常委會確有此權力，故釋法

並無違反基本法，不會影響法治精神，「佢
對基本法條文有最終嘅解釋權，唔係違法嘅
嘢。」
他續說，是次釋法倘依照香港基本法行
事，對香港特區獨立的司法權、終審權和香
港法治精神不會有影響，但他目前仍未知詳
情，自己也不清楚釋法的具體內容，例如會
解釋什麼字眼等，故現階段評論事件是不切
實際的。
被問及「青症雙邪」是否需要為全國人大

常委會主動釋法負上「責任」時，胡國興
稱，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他不會評論，但
就笑言「無事件就無官司，無官司就無釋
法」。

信港法官會堅定專業判案
他又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相關司法覆核

進行中釋法，可能會令市民在「觀感」上感
到不適當，「好似畀咗啲壓力法官咁。」
不過，他相信香港的法官很「堅定」，會

按照他們對法律的了解去判案，市民不用對
此有所懷疑。

胡官：釋法有據無損港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羅 旦 ）
「民陣」今日舉行
的「反釋法」遊行
及集會，本質上是
撐「港獨」遊行。
「本土民主前線」
昨日在facebook呼
籲市民參與今日的
遊行，其中稱今日
的遊行主題雖為
「反釋法」，「惟
諸同道毋須囿限於
此，所謂『反釋
法』，背後實只為
展現我等捍衛『香
港民族利益』之意
志、尋救『香港獨
立』之決心」，更呼籲參與者「作好為我們『民族』抗爭之準
備」。
「民陣」訂於今日下午3時舉行「反對釋法大遊行及集

會」，稱他們會由灣仔盧押道近修頓球場遊行至中環舊立法會
前，更表明向警方申請的不反對通知書，已列明今晚集會的集
會時間只會到11時59分，「之後將被視為非法集會。」

「本民前」叫囂作「抗爭」準備
「本民前」昨日發帖，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次就「青症雙

邪」游蕙禎、梁頌恆議員宣誓一事釋法，「不單侮辱香港司法制
度，更是嘗試消滅『香港民族』之『獨立』呼聲。基本法、『一
國兩制』無法保護港人，終究只是愚弄我們19年的幻影。」
「本民前」聲言，「『中共』本視香港作『殖民之地』，基

本法、『一國兩制』實不足惜。故明天之遊行，主題雖為『反
釋法』，惟諸同道毋須囿限於此，所謂『反釋法』，背後實只
為展現我等捍衛香港民族利益之意志、尋救香港『獨立』之決
心。……並作好為我們『民族』抗爭之準備。」

該帖獲得多個「港獨」組織，包括「香港民族獨立運動」、「光復最
前線」等分享。

網民譏試圖「食人血饅頭」
不過，不少網民揶揄「本民前」是試圖「食人血饅頭」。「Alex

Cheung」留言稱，「點解本民前唔自己搞一個遊行，係都要痴（黐）埋
班唔支持港獨既（嘅）人？道不同，不相為謀。」「Sui Cheong Ng」則
稱，「泛民同民陣吾（唔）係你哋做開打擊既（嘅）對象咩？（）家
你跟佢地（哋）行？有本事就自己洞支旗出黎（嚟）自己搞遊行啦，
笨×！」
「李瑞欣」就質疑道：「依（呢）d（啲）遊行你日日行都得啦，明知

無用，你去咪比（畀）飯民做補選做（造）勢工程姐（啫）！」「Jeff
Li」恥笑道，「（『本民前』）說好的武裝起義呢？說好的時代革命光
復香港呢？說好的寧為肉（玉）碎不作瓦全呢？……遊行明明係你地
（哋）眼中睇唔起既（嘅）和理非左膠先做，而（）家走去痴（黐）
你地（哋）睇唔起既（嘅）人遊行？唉，知唔知醜字點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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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網站《經濟通》和免費報章《晴報》日前舉辦
網上民調，問網民是否支持人大主動釋法以解決

宣誓風波，至前晚有95%被訪者認為人大應該這樣
做。

反對派發動「洗版」干擾民調
不過，今日發起遊行反對釋法的「民間人權陣

線」，昨日在facebook轉載民調，並以多條問題引導
網民在民調中投反對票，更有「本土派」網民發動
「洗版」。然而，截至昨日下午5時，在24,726名被
訪者當中，仍有85%人認為「應該」，僅15%人認為
「不應該」，可見民意所在。
不少網民留言認同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的決

定。「靜觀」認為，釋法可以「一錘定音」，並強調
今次不單是宣誓問題，而是有人挑戰國土完整的政治
問題，「年輕人政治入世未深，不知兇險，既犯天條
又犯眾憎，無民心依靠，點樣從政？」

網民：港得「病獨」以為可自醫
「香港長大小市民」覺得，人大主動釋法是當機立
斷，「釋法有咩咁恐怖？講來講去都係三幅被，『損

害香港法治權威』，『干預司法獨立』，哈哈，香港
而（）家就好似一個病人，成日都話自己可以醫自
己，點知個病越嚟越重，想搵啲有能力嘅醫生睇下
（吓）就嚇你，『咁樣係會干擾到而（）家嘅醫治
方式，將來會好大鑊㗎！』香港好多人真係蠢得無藥
醫，再唔搵醫生嚟搞搞佢，鎮住啲『病獨』，好快就
上腦無得救了，還有明天？」

若中央不主動 「以後仲頭痕」
「靚姐」表示，原本「港人治港」、由行政主導的
設計，已被反對派用法治作為藉口，變質成為「法官
主導說了算」，「一路走來，『一國』被刻意排除在
外，只承認其為一個橡皮圖章之後，又發展到今時高
調的升級，在立法會用粗話、語言暴力要飛起『一
國』」，強調不能再忍受下去不管，如果中央不主動
出擊，「以後仲頭痕。」
「PMC」強調，對一些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垃圾議

員，絕對應該驅逐出立法會，「因為他們只會教導我
們的年輕人成為不愛國家的低等民族，給外國人恥
笑，還自以為是、沾沾自喜，實在可恥。強大的民族
是絕對愛國的，才不會被人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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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症雙邪」為保議席
發起的集會僅百多人參
與，示威變示弱，其後韜
光「民陣」的「反釋法」
遊行亦不過二三百人參

與。「雙邪」的支持者就歸咎傳統反對派以
至其他激進「本土派」，在這個「大是大
非」問題上「私怨行先」。不過，講私怨，
邊個及得「雙邪」及其支持者？「雙邪」中
的游蕙禎，前日在會見記者時就將今日的局
面歸咎當年支持香港回歸的傳統反對派，撐
「青政」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
更回帶稱只要傳統反對派當年「反枱」，就
「不會使得今日你我動輒得咎，無力回
天」。
在得知全國人大常委會啟動釋法程序的消
息後，游蕙禎舉行記者會時，拒絕承認自己
做錯，更將責任推卸到香港回歸前後社會主
流認同的「民主回歸論」，「當年『港中英

三方』仲喺『接洽』嘅階段，唔通嗰陣嘅政
治人物冇諗到今日嘅情況咩？當時嘅政治人
物『隨住中共嘅拍子起舞』，大嗌『民主回
歸論』，草率咁樣處理咗香港嘅『主權同埋
憲法』嘅問題，以致畀『中共蒙混過
關』。」
傳統反對派真係「慘」，各議員多次包庇
「雙邪」，衝擊並癱瘓議會，激起全城憤
怒，但游蕙禎就將責任歸咎到傳統反對派身
上。

黃碧雲叫游蕙禎質問父母
民主黨議員黃碧雲試圖反擊，在facebook

貼文稱，「（上世紀）八十年代討論香港前
途，香港人『被排除』，『無份參與決
定。』中英聯合聲明也是中英兩國政府擬訂
的，這是『很無奈的歷史現實』。」
她又發帖稱，游蕙禎應該質問自己的父母

何以當年不反對香港回歸，但有關帖子其後

被刪除。

王俊杰彈起狙擊黃「賤人」
即使不說黃碧雲說的根本不符合當時的歷

史事實，「雙邪」已經視傳統反對派為代罪
羔羊，豈會輕易放過？不少「雙邪」支持者
留言洗板，稱民主黨「出賣香港」。任《學
苑》副總編輯時參與編寫鼓吹「港獨」的
《香港民族論》、現已成為「雙邪」議員助
理的王俊杰續發帖狂攻民主黨，「×，民主
黨真係無×用㗎。」「為免日後我的子女
（如有）被人質問為（何）他（她）的父親
當年不去反對黃碧雲，令再多一代人慘受民
主黨禍害；Helena Wong（黃碧雲），我發
誓必定會全力狙擊你這賤人，直至你入棺封
釘方作罷休。」

馮敬恩幫拖批黃「垃圾」
馮敬恩也在其 fb發帖，批評黃碧雲是

「垃圾」，更回帶自己去年的一篇文
《多×謝一眾前輩為香港民主的付出》，
其中稱，「煩請你們不要一副民主老大哥
的樣子，質問學生做過些什麼豐功偉績，
推動了哪些香港的民主運動，又批判香港
學生如此如此不濟。……你的這個問題，

只是凸顯了你這一代的人的腐爛和不堪！
今日的社會問題是你們一手一腳造成的，
為什麼你們還好意思說一代不如一代
呢？……目睹今日香港如斯局面，我實在
想跟你們說一句：多×謝。」

■記者 羅旦

游蕙禎死撐冇錯 卸責傳統反對派

■「本民前」聲言作好為我們『民族』抗
爭之準備。 網上圖片

■馮敬恩重貼《多×謝一眾前輩為香港民主
的付出》一文。 網上圖片

■黃碧雲反問游蕙禎應該質問自己的父母何
以當年不反對香港回歸。 網上圖片

■■胡國興胡國興
昨日接受昨日接受
電台訪問電台訪問
談人大釋談人大釋
法法。。
曾慶威曾慶威攝攝

■■曾俊華曾俊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