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民族黨」宣「獨」事件簿
2017年 「香港民族黨」借助中大、港

大、浸大學生會在校園售賣「港

獨」產品

2016年 陳浩天與周浩輝等到浸會大學出席

宣揚「港獨」的論壇

2016年 陳浩天與周浩輝赴台灣出席由

「台灣人權文化協會」及「台灣

關懷中國人權協會」主辦的「亞

洲人權迫害與自決」活動

2016年 陳浩天與周浩輝赴日本出席「蒙

古民運組織成立大會暨學術研討

會」，期間與多個「台獨」、

「疆獨」、「藏獨」、「蒙獨」

組織會晤，聲言要加強各「獨

派」組織合作

2016年 香港多間大學的校園出現「港

獨」幡旗，「香港民族黨」被指

是該活動的幕後策劃者

2016年 陳浩天到德國駐港總領事館與德

國人權官員及駐港總領事會面

2016年 向中學宣傳「香港獨立運動」，

推行「政治啓蒙計劃」，協助中

學生在校內派發「港獨」宣傳

品，招募學生成員

2016年 在添馬公園舉行「港獨」集會。

陳浩天狂言「民族黨」的目標是

成為香港「執政黨」

2016年 陳浩天、周浩輝等分別到多間大

學出席論壇，宣揚「港獨」

2016年 陳浩天宣佈「香港民族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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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首明確表態
拒違憲組織註冊

「香港民族黨」等「港獨」團體屢申註冊不逞

註冊處回覆本報查詢
據了解，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

黨」以及主張「歸英」的「香港保守黨」
早前分別向特區政府公司註冊處申請註
冊，有關申請最後都被拒絕。至於拒絕註
冊的原因，公司註冊處方面則一直以「不
回應具體個案」對外答覆。本報日前就有
關問題向公司註冊處查詢，公司註冊處新
聞主任昨日終回覆本報，首次透露拒絕
「香港民族黨」註冊的理由。
有關全文如下：
「所有成立公司或更改公司名稱的

申請都是按照《公司條例》(香港法例
第622章) 的條文處理。由於有關公司
的宗旨明顯違反《基本法》，並不符
合根據《公司條例》公司只可為合法
目的而組成的規定，公司註冊處已拒

絕有關申請。」
據悉，陳浩天不止一次向公司註冊處

作出申請，但皆被拒絕，又曾向警方申
請註冊為「社團」，同樣被拒絕。
不過，「香港民族黨」自2016年3月

28日宣佈成立以來，雖一直未能得到任
何形式的合法註冊或登記，但持續在網
上接受捐款資助。
今年1月，該黨試圖在年宵市場售賣
「港獨」產品，即被食環署取消資格，
唯有借助中大、港大、浸大三個「港
獨」學生會在大學校園內售賣其產品。
有關的籌募資金宣揚「港獨」的做法一
直以來受到法律質疑，其接受資助的身
份和途徑皆有違法之嫌。

「民族黨」今城大與「藏獨」座談
至於今晚在城大舉行的座談會由城大

學生會主辦，題目為「『新西藏』——
二次殖民下的香港」，主辦方企圖借
「達賴叛逃58周年」的日子討論「港
獨」、 「藏獨」問題。講者除周浩輝
外，還有懷疑是「藏獨」組織、「藏漢
文化協會」副會長黃元璋。
「藏漢文化協會」及黃元璋背景神秘，

但資料顯示黃元璋與達賴集團的「流亡政
府」關係密切，曾參與有關的「藏獨」活
動及接觸「流亡政府」的成員。
據本報獲悉，這次活動的幕後搞手是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消息透
露，本月5日下午，有城大學生發現，
本身並非城大畢業生的陳浩天在城大校
園出現，更在城大一個並無上課的課室
內與「某些學生」密談一個多小時。
「陳浩天高高瘦瘦好易認，嗰日（3
月5日）喺學校圖書館門口見一個好似

學生會嘅同學招呼陳浩天，兩個人一
路行咗去城大餐廳隔籬嘅課室。我八
卦望吓，原來有兩個同學約咗陳浩天
傾嘢。」該名報料的同學表示，將近
一個半小時後，陳浩天及兩名學生才
離開課室。
資料顯示，「香港民族黨」與城大學

生會會長陳岳霖等人關係密切，早在去
年10月新一屆學生會競選期間，陳岳霖
所組的「新莊」就在參選政綱中公開支
持「港獨」。而在當選後不久，陳岳霖
等人就出席「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
天、發言人周浩輝主持的網台節目。
對於城大有學生組織在校內舉辦涉嫌

主張「港獨」、「藏獨」的座談會，城
大傳訊及公關處昨日簡單回覆本報的查
詢，只稱「大學尊重學術自主及言論自
由，但必須遵守香港法律」。

「港獨」組織近期表面上轉趨低調，但「播

獨」活動從未停止。「香港民族黨」在其網站

稱，其發言人周浩輝今晚（10日）出席城大一個「座談會」，藉西藏問題

宣揚「港獨」。這項宣揚「港獨」活動前夕，特區政府公司註冊處在回覆本

報查詢時，首次明確表示，早前拒絕「香港民族黨」等組織註冊的原因，是

該組織的宗旨明顯違反基本法，並非為合法目的而組成，故不能註冊。公司

註冊處的答覆，顯示政府以「違憲」理由明確拒絕「香港民族黨」等「港

獨」組織企圖披上合法外衣「播獨」。 ■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李
摯）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將於今晚在校
園內舉行所謂的「新西藏——二次殖民
下的香港」座談會，兩名講者是鼓吹
「港獨」的「藏漢文化協會」副會長黃
元璋及「香港民族黨」發言人周浩輝。
香港社會各界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張德江不久前批評「港獨」違反國
家憲法和基本法，言猶在耳，城大學生
會公然漠視，更繼續舉辦論壇。各界人
士認為，特區政府不應坐視不理，在必
要時應採取法律行動。

余國春：破壞繁榮安寧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

長余國春昨日接受訪問時強調，張德江
委員長已表明「港獨」違反國家憲法和
基本法，特區政府應加強立法監管，讓
香港社會各界認清事實，防止個別人等
造謠生事，破壞香港的繁榮和安寧，並
希望香港的青年人多了解內地民情，認
識歷史，不要參與類似的違法行為。

陳勇：剎住「毒品生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

事長陳勇批評，城大學生會是在進行
「毒品生意」，害己害人，害港害國。
世界各地的分離主義都只會釀成災難，
損人不利己。為了保障香港未來的發
展，特區的執法部門應到場視察，在必

要時採取法律行動，絕不能姑息。
他批評，城大學生會罔顧歷史：西藏
在新中國成立前奉行奴隸制度，到現在
每一位西藏人均享有公民權利，希望城
大學生會不要混淆黑白是非。

鄧祐才：必須依法懲處
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常務副主席鄧祐才表示，「一國」
是「兩制」的前提，任何人以任何形
式分裂國家，包括宣揚「港獨」等言
行均違反了國家憲法及基本法，嚴重
衝擊「一國兩制」底線，而利用校園
廣泛「播獨」者的行為更為無恥，應
依法懲處，絕不能容忍，又呼籲青年

人堅決抵制類似論壇，不能任由「港
獨」思潮污染校園。

馬浩文：校方切勿縱容
重慶市政協委員、香港義工聯盟常務

副主席馬浩文批評，「港獨」分子是在
利用校園及學生，公然挑戰基本法，公
開「播獨」，污染校園文化，影響社
會。校方需要就事件進行反思，不應因
縱容類似講座在校舉行，落下「港獨」
的政治標籤，對反「港獨」的在校學生
十分不公平。同時，香港教育界及特區
政府需作檢討，應致力為學生提供良好
的學習環境，防止「港獨」言論污染校
園氣氛。

政界籲港府法律行動遏「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子優）城市大
學學生會將於今晚舉辦所謂「新西藏──
二次殖民下的香港」座談會，聲稱香港與
西藏一樣，受到「中共政府」的「強力打
壓」及「文化清洗」，使「香港核心價值
漸漸褪去」，避免香港再次淪為「殖民
地」云云。香港教育界人士批評學生會做
法別有用心，明知中央政府堅決反對「港
獨」及「藏獨」，仍要打着「學術自主」
及「言論自由」的旗號，企圖聯同「藏
獨」勢力播「獨」。他們促請大學管理層
嚴正調查事件，制止學生會錯誤的做法，

同時避免學生遭政治組織利用。

胡少偉：徹查座談會是否違法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昨日在接受本報

訪問時指出，學生會可在校內進行學術
討論，但其出發點必須正確，惟從座談
會的簡介反映學生會的概念錯誤，亦不
了解香港的現況：西藏是中國的民族自
治區之一，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之
一，「何來有『二次殖民』呢？學生是
否知道『殖民』的意思？」
他強調，香港自回歸以來，在「一國

兩制」下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及保持
獨有的社會文化，制度行之有效，學生
會聲言的「文化清洗」及「打壓」云云
毫無事實根據。
胡少偉續指，「香港民族黨」並非
本港註冊公司，令人質疑學生會邀請
此非法組織到校分享並不恰當。他認
為，大部分學生都有正確價值觀，相
信不會出席有關的座談會，但城大應
徹查座談會的言論或內容有否違法之
處，以保護學生，又建議城大諮詢法
律顧問意見。

張民炳：阻止極端組織侵校園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

評，是次所謂的座談會毫無學術意義可
言，學生會聲言香港與西藏受「中共政
府」的「強力打壓」及「文化清洗」是
歪曲歷史和事實，批評他們此舉不學無
術，「中央政府是堅決反對『港獨』及
『藏獨』，城大學生會找『港獨』分子
到校講這些議題，做法別有用心，企圖
煽動其他學生。」
他強調，座談會在城大舉行，大學管
理層應嚴正調查事件，了解所謂座談會
的性質，若發現有極端組織介入或煽動
學生支持「港獨」，必須制止學生會受
到利用，以免有學生受荼毒。

教界促城大嚴查校園播「獨」

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3月5日在十二
屆全國人大五次會

議開幕會上，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港澳部
分首次提出「『港獨』是沒有出路
的」。他強調，「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
法辦事。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澳
門實踐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這
是國家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作出反
「港獨」的表述。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3月

4日在出席全國政協港澳委員聯組會
議時，在講話中也特別提到「『港
獨』候任議員上演的宣誓鬧劇，全
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釋法明確『一國
兩制』的原則底線，立下規矩，特
區政府其後對兩名在宣誓時公然宣
揚『港獨』主張、侮辱國家和民族的
候任議員提出法律訴訟，並依法取消
他們的候任議員資格，有力地打擊和
遏制『港獨」勢力」。

他強調，「『一國兩制』的底線是不
容觸碰、不容踐踏的，誰觸碰了，誰踐
踏了，他就要付出代價。」

■記者 齊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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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註冊處電郵向本報回覆拒絕「香港民族黨」註冊的原因。

■「香港民族黨」成員多次到校園進行「播獨」活動。圖為去年11月19日，「民族
黨」發言人周浩輝（台上左一）到城大出席一個宣揚「港獨」的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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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份，「香港民族黨」成員在
旺角鬧市區宣揚「港獨」。

■「香港民族黨」去年10月在一間中學門口
派發「港獨」單張。

00
0
�
4

■「香港民族黨」以各種「宣獨」印刷品毒害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