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市民積極參與特首選舉討論，並

力捧各自心儀的參選者，「獨派」中人當然擔心。「香港民族黨」日

前擺街站，稱市民的討論無法影響選舉結果，「反而為獨裁政府的統

治提供認受性」，要「向公眾宣傳殖民選舉制度的遺害」，並聲言

「唯有香港人『獨立建國』，方可一人一票、公平公正選出真心為香

港人服務的『國家元首』」。不少政界中人批評「民族黨」的言論擺

明車馬是想推翻國家、挑動香港內部及與中央之間的矛盾，認為執法

部門應採取行動，不容「港獨」分子在公眾地方播「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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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港獨」
的「香港民族
黨」召集人陳浩

天，去年報名參選新界西立法會選舉時遭
選管會取消資格，陳浩天擬提出選舉呈
請，但申請法援時被拒，他就此提出上
訴。香港民族黨日前在 faecbook 專頁公
佈，陳浩天上訴成功，成功獲批法援。
「香港民族黨」不是一個普通的政治組

織，而是一個鼓吹「港獨」，表示會發動
「暴力革命」的組織，更是未成功註冊的
「非法組織」。現在法庭竟然為其批出法
援，將向社會傳達錯誤信息，即是「港獨
黨」是合法的，是受法律保障的，變相是
縱容和「鼓舞」了「港獨」分子，令其更
加囂張，更加肆無忌憚，這明顯不符香港
社會利益，也是與基本法及人大釋法相
違，其裁決令人質疑。

陳浩天上訴的理由，是他不獲准參與去年
的立法會選舉。被拒原因是其主張違反基本
法，違反選舉聲明，因而被選舉主任拒絕其
報名，合法合情合理。現在他就此上訴固然
是其權利，但法庭是否應批准其法援，卻
值得商榷。事實上，法律援助署月前在徵詢
一名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後，決定拒絕陳
浩天的法援申請。但審理上訴的高等法院聆
案官卻認為，按法援的審批準則，即是否有

合理機會勝訴，陳浩天的選舉呈請符合申請
要求，故批准其上訴。
然而，考慮是否批出陳浩天法援，不能只

看其有否機會勝訴，更應考慮案件的性質。
這宗案件的性質，就是參選立法會者是否要
遵守基本法？「港獨」分子是否可參選立法
會？現在法庭批准陳浩天法援，豈不等於說
其上訴有機會勝訴，甚至是「港獨」分子都
可以參選？
就是從法理講，人大早前就立法會宣誓風

波的釋法，已經明確表明「港獨」分子不能
參選，不能當選，也肯定了選舉確認書具法
律基礎。即是說，所謂確認書的法律爭議根
本不存在，陳浩天的上訴根本沒有法理根

據。現在法庭批准其法援，讓他上訴，等於
是資助其挑戰人大釋法，推翻「港獨」分子
不能參選立法會選舉的政治和法律底線，難
道這就是法庭的立場？法庭批准陳浩天上
訴，將傳達極為錯誤的信息，甚至是公然挑
戰人大釋法。
下級法院無權挑戰上級法院的判決，這是

憲法的ABC。現在法院的判決，顯然與憲
法精神不同，與基本法不符，更會令「港
獨」分子的氣燄更加囂張。看看陳浩天近日
趾高氣揚的態度已說明了一切，這將「鼓
勵」他們採取更激進的言行去鼓吹「港
獨」，對香港利益禍害深遠，而法庭須對此
負上最大的責任。

「港獨黨」獲法援挑戰人大釋法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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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入閘喪失政治品格 毫無風骨豈能勝任特首

儘管反對派使出「民調」的拿手好戲
造勢，讓人感覺特首參選人曾俊華民望
很高，但時至今日曾俊華獲得的提名票
仍然少得可憐，有反對派人士恥笑曾俊
華「愚蠢」， 曾俊華卻不覺得自己愚
蠢，仍然低三下四地向反對派乞討選
票。為了獲得反對派的提名票，曾俊華
宣佈政綱以來，就重啟政改、23條立法
等重大原則問題上多次改口，步步退
讓，毫無政治風骨和領袖風範，如此下
去，看來是要淪為反對派的代言人。試
問：一個人如此喪失政治品格，豈能勝
任特首一職？

政治原則豈能放棄
人無信不立。政治家與政客之間的區

別就在一個「信」字。政治家有自己的
信仰、信念，以及值得人們敬佩的誠信
品質，任憑風吹雨打，始終堅守本色，
哪怕為此付出生命代價也絕不後悔。政
客則不同，反覆無常，左右搖擺，為了
一己一時之私利，可以出賣原則、逾越
底線，毫無政治品格可言。
曾俊華宣佈政綱不到半個月，為爭
取反對派選委的提名票，多次改口，

放棄當初的政治原則和主張，讓人詫
異。在2月6日公佈政綱的記者會上，
他提出重啟政改和推動基本法23條立
法，強調兩者一同起步，表明於2020
年完成為23條立法，被追問之下，表
示重啟政改將以人大「8．31」決定作
基礎。然而，僅僅過了幾天，他就在
電台節目中說，在重啟政改時，不會
有前設條件，「沒前設、廣泛的諮
詢」。對於人大「8．31」決定，曾俊
華只是說，這個決定仍是有效兼不可
迴避，閉口不提「8．31」決定是重啟
政改的基礎。又幾日，曾俊華又稱，
沒有信心於2020年前完成立法，或要
留待下屆立法會、即2020年後才進行
具體立法工作。
當初，為獲中央支持，表示要堅守原

則；其後，為討反對派選票，又見風使
舵，改變說法。如此反覆無常，有什麼
誠信可言？這種投機做法，正暴露出政
客本色。

「重大意義」難以立足
曾俊華對反對派充滿期望，但反對派

給他的提名票並不多。民主黨給了他7

張提名票，曾俊華當即表示，獲得民主
黨支持意義重大，因為這是回歸後，首
次有民主黨議員提名建制派參選人，也
有利於他繼續爭取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士
支持。似乎他若能獲得提名入閘，整個
社會就和諧安寧了。
建制派參選人能夠得到非建制派人士

的支援，表面上看是一件好事，至少可
以預示，如果當選特首，更容易凝聚各
方力量，降低施政難度。但必須追問：
這種支持是怎樣得來的？如果拿政治原
則做交易得來的，背離了特首之職應持
有的政治原則，那就是南轅北轍了。民
主黨主席胡志偉的表態給出了答案，他
說，曾俊華「先政改、後23條」，及
無前設下進行政改諮詢的方向，可突破
現時政治困局，民主黨考慮提名曾俊
華。也就是說，曾俊華滿足了民主黨的
政治條件，民主黨才給了他7張提名
票。
不妨問一下曾俊華和胡志偉，香港

現時的政治困局「困」在何處？市民
早已看清楚：「困」在23條遲遲沒有
立法，有人肆無忌憚地挑戰國家的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困」在有人

仍然認為香港與中央可以「平起平
坐」，全國人大的「8．31」決定可以
隨便被推翻；「困」在各種政治勢力
把香港視為圍堵中國的橋頭堡，支持
其代理人爭奪香港的管治權。「港
獨」勢力近年來露頭、且愈演愈烈就
是例證。在這種複雜的政治環境下，
特首作為特區之首、作為特區政府之
首、作為落實「一國兩制」的第一責
任人，難道可以為了選票放棄原則立
場嗎？曾俊華的所謂「重大意義」之
說根本站不住腳。作為特首參選人，
具有「重大意義」的選項並非從不同
政治光譜人士那裡討得幾張選票，而
是堅守原則底線不動搖。

特首素養不可放低
位置越高，權力越大，責任越重。基

本法賦予特首「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之職責，並列出13項職權。從法律上
明確了特首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
法三權之上的特殊地位。這就要求，特
首必須由能夠落實「一國兩制」、政治
品格沒有瑕疵的從政者出任，特首素養
不可放低。
從基本法的要求觀察，特首最應該具

備四個方面的素養：一是信念堅定。就
是要愛國愛港，從內心深處認同 「一
國兩制」，而不是敷衍了事，或口是心

非，唯有如此，才能在
履職過程中，無論遇到
什麼困難，都能堅守底
線，奮力向前；二是中
央信任。特首肩負對
中央和香港特區負責的
雙重使命，必須視野開
闊，胸懷大局，唯有如此，才能處理好
「一國」和「兩制」的關係，既讓中央
放心，又讓港人受益；三是能力超群。
香港近年來在政治、經濟、民生等領域
都遇到許多困難，特首必須是破解難題
的高手，須有眼光、有能力、有主見、
有擔當，而不是優柔寡斷、左右搖擺、
畏首畏尾、見風使舵；四是港人信服。
特首須在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中有良好
口碑，因此，參選人既要比拚以往的從
政業績，也要比拚現時的政綱，聽其
言，觀其行，方可知其大略。如果參選
人不守誠信，喪失政治品格，豈能讓市
民信服！
從以上四個角度觀察，「善於理財」

的前財政司長曾俊華，竟然把特首選舉
當成生意來做，只要你投我票，我就滿
足你的政治條件，毫無底線地與反對派
「做生意」，如此下去，恐怕要淪為反
對派的代言人，這樣的人豈能擔當特首
之重任！又豈能贏得中央和香港市民的
信任！

以「善於理財」聞名的前財政司長曾俊華，竟然把特首選舉當成生意來做，只要你投我票，我就

滿足你的政治條件，喪失了應有的政治品格。如此下去，恐怕要淪為反對派的代言人，這樣的人豈

能擔當特首之重任！又豈能贏得中央和香港市民的信任！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港族黨」街站播「獨」
政界促執法嚴打

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
的提名期在2月14日正
式展開。民建聯中央委

員會日前召開會議，討論特首選舉提名問題。
中央委員對4位參選人的參政經驗、施政能
力、政策綱領和理念等作綜合、慎重和認真的
考慮後，在現階段通過決定向黨內選舉委員會
成員，推薦提名林鄭月娥參加特首選舉。
中央委員會在討論提名特首參選人前，

分別舉辦4場座談會，讓成員親身與各參選
人直接交流，了解其施政目標以及政策綱
領等想法。透過座談會及觀察參選人在爭
取提名過程中的表現，不少黨內成員都盛
讚林鄭月娥，認為她是一位有願景、有抱
負、有能力的政治人才，願意以迎難而上
的態度面對困難及挑戰。她提出的施政理
念，過往工作表現，對政策的熟悉，以至
曾擔任不同政策崗位的歷練，給我們非常
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最符合民建聯「擇善
有為」的要求。
中委會向黨內的選委推薦提名林鄭月娥，但

不會強制綑綁，選委可以自行作出提名決定。
另外，從提名日開始至3月 26日的投票
日前，仍然存在難以預計的複雜形勢，所
以，民建聯將提名與投票分開處理，中委
會將在特首選舉投票日前，再召開會議，
商討投票立場。

盼新特首「有為」領港邁前
香港不單面對全球化的激烈競爭，內部不少

深層次問題仍有待解決，新一屆特區政府可謂
面對重重困難及挑戰。
民建聯期望新任行政長官，有願景，積極有

為，敢於承擔，不迴避困難及矛盾，能夠帶領
香港繼續向前。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民族黨」前日在其 facebook 出
帖，稱「殖民政府行政長官選

舉」近日引起香港社會的討論及關注，批
評有關討論會為「獨裁政府的統治提供認
受性」，故該黨就擺街站宣傳有關選舉制
度的「遺害」，並宣傳「港獨」。
另外，該黨當晚另出一帖，指該黨召集
人陳浩天的選舉呈請法律援助申請上訴成
功，帖文中稱，「按法援的審批準則，即
是否有合理機會勝訴，陳浩天的選舉呈請
符合申請要求，故批准陳浩天的上訴。」
言論間暗示自己有機會贏，並聲言會「不

斷擴大『殖民政府』的憲制危機，並努力
推動香港民族運動，務必令殖民政府威權
殆盡，節節敗退，永不翻身」，似乎希望
藉此大振「獨派」聲勢。

陳勇：煽「獨」應受制裁
不少政界人士狠批上述言論。 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批
評，「民族黨」藉特首選舉做文章，又想
以「一人一票」作為幌子去推動「港
獨」，「點解今次香港市民會冇得選特
首？係因為反對派抱住一啲『假大空』嘅

理由，去推翻政改。」
他又指出，全世界不同選舉制度都有篩

選及其限制，如美國總統選舉最終以選舉
人票定奪、英國大選亦是以政黨為基礎，
「如果佢覺得要『獨立建國』先可以實現
民主，唔該佢去睇下其他地方點做。」
陳勇又批評，「民族黨」的言論擺明車
馬想推翻國家、煽動「港獨」，但香港是
法治社會，所有分裂國家的不法行為都應
該受到制裁。

周浩鼎批過街老鼠「造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亦批評，「民
族黨」的言行明顯是想挑動香港內部及香
港與中央之間的矛盾，廣大市民亦已經從
「青年新政」游蕙禎和梁頌恆兩人的「港
獨」宣誓中，知道「港獨」對社會的禍
害，現時「民族黨」作出這樣的舉動，是
讓自己成為過街老鼠。至於該黨想藉法援
獲批「造勢」，周浩鼎坦言，法援批不等
於有很大勝訴機會，「這是法律界都知道
的。」

王國興倡研現行法例遏「獨」
「23萬監察」發言人、工聯會王國興亦

批評，「民族黨」的言行是如假包換的
「港獨」言行，嚴重破壞「一國兩制」及
社會穩定，認為全社會都應該唾棄這種言
行，並對他們口誅筆伐。
他又指，執法部門應研究如何按現行香
港法例，對這種煽動「港獨」的行為採取
行動，「唔應該畀佢哋喺公眾地方搞『港
獨』活動。」
另外，他又建議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要責成政府部門去進行有關研究。

經驗能力綱領
林鄭最啱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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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子優）大學招聘
事宜近年屢被反對派政治化，學歷「未夠
班」出任港大副校長的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
敏曾獲反對派陣營力捧，質疑他的人均被抹
黑是干預院校自主。不過《蘋果日報》日前
報道港大招聘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下任院長
一事卻「自打嘴巴」，就有傳北京大學光華
管理學院前院長蔡洪濱獲推薦為新院長，該
報刻意強調蔡為「江西省人大代表」、「北
京市政協」，更稱他或將是「首位具人大背

景」的內地學者晉身港大管理層，但報道隱
瞞了蔡的專業學術背景，企圖引導輿論質疑
其出任資格，居心叵測。
港大正招聘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下任院

長，網媒《眾新聞》日前報道指，身兼全國
人大代表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前院長蔡洪
濱，是被推薦為新院長的唯一人選，正待港
大校委會通過。報道引述蔡的北大助理回覆
指「時間方面，還不確定」，未有否認任
命。

《眾新聞》提到，蔡洪濱是經濟學者，主
要研究中國經濟、博弈理論及企業金融。他
畢業於武漢大學數學系，並獲美國史丹福大
學經濟學博士及統計學碩士，其後在加州洛
杉磯分校擔任助理教授8年，2005年回國後
加入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做教授，2010年出任
院長，至上月辭職。
此外，蔡洪濱去年7月8日參加了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
會，是與會25名應邀的經濟專家之一，學

術地位備受肯定。
不過，《蘋果日報》日前報道事件時只

是「標榜」蔡洪濱的政治背景，強調他是
「江西省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協」，
稱若蔡最終獲委任，將是「首位具人大背
景」的內地學者晉身港大管理層；並只以
「內地著名經濟學者，曾任北大光華管理
學院院長6年」輕輕帶過其學術背景，無視
他專業的學術資格，企圖引導輿論以政治
角度質疑蔡洪濱出任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
學院院長的資格。
反觀《蘋果日報》昔日盲撐港大法律學

院前院長陳文敏出任港大學術及人事資源

副校長時，卻對陳的政治色彩濃厚、無博
士學位、學歷資格「未夠班」等情況視若
無睹，而指出陳文敏有問題的意見，均被
指是「干預大學自主」，雙重標準的取態
明顯不過。
此外，激進反對派facebook專頁「踢爆左
膠」，日前重提台灣地區前「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出任城大人文社會科學院的中文及歷
史學系教授， 又謂此舉是要為國民黨「招
兵買馬」、「與共產黨合力侵略台灣」，雖
然城大去年已表明江宜樺純粹教書，激進派
仍要就此與「台獨」唱和，無限上綱，企圖
利用政治干擾大學運作。

《蘋果》「自打嘴巴」干預港大自主

■「香港民族黨」又擺街站播「獨」。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