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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武赴國家行政學院闡述「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3名「自決派」立法會

議員此前赴台，出席了「台

獨」色彩濃厚的所謂「台灣國

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的成立

活動，更與對方簽訂合作文

件，被批評為分裂國家領土和

挑戰「一國兩制」原則的行

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

德權昨日在回應議員提問時指

出，根據香港相關法例規定，

香港的政治性團體如與外國政

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

聯繫，可被拒絕註冊、取消註

冊甚至禁止運作。若有任何違

法行為，執法機關會依法處

理。

政團勾結「台獨」可釘牌禁運作
聶德權：議員若違誓可失資格 執法機關會依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據中聯辦網站載：6月22
日上午，中聯辦副主任林武應
邀到國家行政學院作題為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實踐」的報告。國家行
政學院副院長楊克勤會見林武
並參加了報告會，教務部副主
任杜正艾陪同會見並主持報告
會。

林武圍繞「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這一主
題，深入闡述了「一國兩
制」提出的背景、內涵、意
義，介紹了在香港推進「一
國兩制」實踐的情況及所取
得的基本經驗。

回歸後最佳制度安排
他表示，20年的實踐證明，

「一國兩制」有着強大的生命
力，不僅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
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
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
佳制度安排，已成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
重要組成部分。
報告內容豐富，分析深刻，

讓學員們加深了對「一國兩

制」在香港實踐的認識。
第六期市長培訓班，廳局級

幹部重特大自然災害預防、處
置與恢復重建研討班，第三十
三期廳局級公務員任職培訓
班，第十二期中央和國家機關
處長任職培訓班等班次學員，
部分教職工及在院的博士後、
博士生，共300多人參加了報
告會。

民建聯議員陳克勤在立法會大會提交
書面質詢，不點名指羅冠聰、朱凱

廸及陳志全以香港立法會議員身份，出
席「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的成
立活動，更與該組織簽訂合作文件。據
報，該組織具有濃厚的「台獨」色彩，
其成員更提出參照美國聽證會的形式，
召開公聽會聽取各方對香港事務的意
見，及推動台灣「立法院」修改所謂
《港澳關係條例》，給予港人政治庇護
等主張。

羅朱陳赴台「吸獨」或違誓
他引述，有意見指該「連線」正準備

實質地介入及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而有
關議員參與該組織的活動，是與「台
獨」勢力勾結以推動「港獨」，屬分裂
國家領土和挑戰「一國兩制」原則的行
為，因此違反了他們就職時作出擁護基
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誓言。
陳克勤要求當局交代，有否研究根據
基本法及現行法例，香港立法會議員可
否以其身份參與香港境外的任何組織，
並與該等組織簽署合作文件；有否法例
監管或確保他們在參與該等組織及簽署

合作文件之後的言行，不會違反基本法
及相關法例的規定；有否接獲情報顯示
現時有主張「台獨」的組織在港進行活
動，例如與本地政治組織建立聯繫，及
向它們提供財政或其他形式的援助。
他又問到特區政府有何措施釋除市民

對主張「台獨」的組織干預香港內部事
務、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及危害國家
統一的憂慮；現時有何法例及機制，禁
止「台獨」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有
否評估該等法例及機制，能否有效禁止
任何港人及本港團體引入「台獨」勢力
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聶德權：或尋求法律意見
聶德權在書面回覆中指出，根據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在就
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
九條第七款亦規定，立法會議員如行為
不檢或違反誓言，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
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由立法會主席
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他強調，特區政府一向反對其他政

府或政治組織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的
內部事務，而根據香港相關法例規
定，香港的政治性團體如與外國政治
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可
被拒絕註冊、取消註冊甚至禁止運
作。
聶德權表示，該局不會評論執法機關

的相關工作或透露有關資料，但強調任
何人在香港都必須遵守香港法律，而香
港市民在行使其權利和自由時亦須符合
香港法律。「若有任何違法行為，執法
機關會依法處理，有需要時並會尋求法
律意見。」

「香港民族黨」召
集人陳浩天，吹雞搞
集會結果自己搭的士

走先，被「熱城」支持者恥笑。被指失
立法會議席後失勢、想黐返埋「本土青
政狗」搵靈童博翻生的「狗主」黃毓
民，就大鬧係因為「熱狗前頭目」狗達
（黃洋達），同「青城派國師」傻根
（陳云根）等人「打壓『港獨』」喎。
「熱城」支持者就揶揄，冇理由陳浩天
搭的士走人都關佢哋事啩？有人揶揄
「狗主」退出政壇，當日又唔幫陳浩天
吹雞，咁又算唔算「打壓『港獨』，出
賣『本土派』」喎。
所謂「利窮則散」。「熱普城」因選

舉失利而解散，然後雙方你咬我，我咬
你，花生食唔完。「狗主」近日在其網
台又向「熱城」發炮，稱「建制派要將
『港獨』、『自決』消失於萌芽狀態。
未來『本土運動』更艱巨。……唔代表
『本土運動』因為黃毓民退出政壇，又
或者陳雲、黃洋達之流×你老尾出賣
『本土運動』，幫手打壓『港獨』，個
『本土運動』就玩完。」
「熱城」支持者「Joe Chan」就發帖

道：「上年『民族黨』『本民』『青
政』搞壇嘢自己冇申請冇影累咗幾個人
被捕；今次民族黨自己搞申請唔到搞唔
成，好一班唔知咩人被記錄個人資料，
咁又賴陳雲黃洋達？」

「陳雲定黃洋達叫佢上的士？」
「Max Hui」也揶揄：「陳浩天既

（嘅）『的士革命』，梁游既（嘅）
『神秘行動』，原來係因為黃洋達同陳
雲既（嘅）打壓而失敗架（㗎）！？」
「Gum Chan」則稱：「陳雲定黃洋達
叫陳浩天上的士走呀？」
「藍鳳凰」向狗主發炮：「即係陳浩

天搞集會見差佬多，於是飛的着草，然
後集會得百幾人，係陳雲出賣？而本民
青政俾黃洋達篤爆佢地（哋）嘅『秘密
行動』係『假裝行動』，只係想等素人
做嘢自己領功之後，所謂『秘密行動』
連影都冇，係黃洋達打壓？……呢啲
（狗主）真係正宗老屎忽，將所有後生
仔嘅錯誤，全部推哂（晒）俾（畀）
人，縱容呢啲後生仔壞事，唔怪得搞咁
耐政治都一事無成啦！」
「趙雲」也稱，「原來陳雲同黃洋達

退出社運，就係出賣本土運動。咁不如
話你退出政壇係賣港賊。」「葉政淳」
更發帖恥笑「狗主」，「黃毓民當晚點
解唔幫陳浩天吹雞，吹返一二千人撐
場？算唔算打壓『港獨』，出賣『本土
派』？」
「清算」得咁熱鬧，又點可以冇傻根

份？佢在fb發帖話「我們發現出賣『本
土運動』的，裡面全部是香港本土人，
土生土長的香港仔女，……篤灰、出
賣、背叛，為了幾個臭錢出賣同道和出
賣一地的前程，這些事，大陸（內地）
人也做不出來，香港人就樂意為
之。……香港示威集會，竟然有『本
土』人拍照給警察作證據，香港是個令
人恥辱和心寒的地方。」

諷「狗主」見鬼講鬼話
他更乘機舊事重提，話「狗主」當年

仍在「人民力量」之時，就鬧過像他一

樣反「雙非」的人是「法西斯」。有
「熱城」支持者即回帶，在立法會
2011年4月13日會議上，「狗主」的
確點名傻根，話類似的爭論已令社會撕
裂。「藍鳳凰」揶揄：「咁佢（「狗
主」）之前鬧陳雲黃洋達又話自己一路
走來始終如一？一個政治人物轉變立場
好大件事，係要有一套合理嘅說法。唔
可以見人就講人話，見鬼就講鬼話，否
則完全係背叛選民。」
咦，既然「熱城」同「普」原來咁多

分歧，咁當初你班友又搞「聯盟」？講
到底，都係為利益而結合，現在冇利益
咯，咪話你當初如何如何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青症雙邪」中的
Cheap禎（游蕙禎）的
「床照」曝光後備受批

評，有「獨派」中人就為之辯護，話「當閣下
不斷拿一個已失去議員資格的妹妹仔之日常
（生活）作為熱點議論話題，反映閣下心靈很
虛弱」云云。有「熱城」支持者揶揄，Cheap
禎已經廿幾歲人，「仲係妹妹仔？」佢近期頻
頻蒲頭，一係為立法會補選做工夫，一係諗住
昆水魚繼續科水，當然要揭穿佢真面目咁話。
自稱「網絡作家」、又話支持「狗主」（黃

毓民）、又話支持「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
根）嘅陳大文，因為唔支持「清算」最近成為
「被清算」對象。在Cheap禎住大屋的照片在
網絡曝光、被「熱城」支持者追住來咬時，佢
發帖稱：「我想指出的是，當閣下不斷拿一個
已失去議員資格的妹妹仔之日常（生活）作為
熱點議論話題，反映閣下心靈很虛弱，虛弱到
沒有其他較有意義的話題可談，只能在一個妹
妹仔簡單的照片上打轉。」

「趙雲」發帖數臭Cheap禎
「趙雲」就發帖數臭Cheap禎，話信佢嗰

班先係無知：「咁就等我同你回吓帶佢係咩
人：兩年前初出現時，佢自稱雨傘『佔領』
者，但無人見過佢。……組成青政後，又想
自己本土，又想埋泛民堆。泛民唔蘇
（show）佢，又變返本土。……到『自決』
一詞出現，又變『自決派』，香港眾志玩十
年後自決，佢就五年『自決』。……參加選
舉時，青政不支持香港獨立，但梁天琦被
DQ，梁游為食『本民前』條水『以個人名義
支持港獨』。」

「傻根」話「陳大文」係「港獨人格示範體」
「傻根」則加把嘴揶揄，話「陳大文」係

「港獨派的人格示範體」喎。「Ken Chan」就
抽埋「狗主」水：「游蕙禎及青年新政的政治
立場如此飄忽，轉軚欠解釋，好有過氣政客黃
毓民的影子。」

其實呢個戰場唔止集中喺Cheap禎身上，
「陳大文」此前被「熱城」支持者「藍鳳凰」
批評，就話自己幾年前已支持傻根的《城邦
論》，現在因「低調撐毓民」而「被清算」，
又寸嘴回應形容話「傻根」身邊人「清算」係
「喜訊」，「即係代表你智力超乎正常」咁
話，目前嘅情況係「陳雲誤信玩清算，他的支
持者也大多是很低成本的網絡聚眾，爛鳳蝗成
功哄騙虛弱的陳雲，形成了清算陣營」，結果
又爆發網絡罵戰。
「傻根」就在「陳大文」處留言，稱「本土
陣營得罪中美，也得罪本地財閥，賺不到錢
的，趁著（着）仍有人收買，就出賣吧。留在
本土，有辱無榮，要走就趁早。……至於大文
兄要掉轉槍頭攻擊我，我也沒所謂，多你一個
陳雲hater而已。」
戰線愈來愈大，唔通「熱城」仍然記住狗主

嗰套，「四面樹敵，八面威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港期間
發 表 重 要 講

話，提出「4個始終」，包括在落實憲
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時，要把中
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別行政區履行主體
責任有機結合起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聶德權昨日指出，根據國家憲法及
基本法，中央對港有多方面的、實質的
權力，而回歸20年來，香港在這方面已
累積不少寶貴經驗。
他強調，在根據基本法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這些基
本方針的前提下，中央將一些按基本法
規定屬於中央的權力制度化，落實基本
法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機制，這對貫徹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有正面作用。
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民主黨議員胡

志偉提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在一個紀念香港特區基本法實施20周年
的座談會上提到中央對港的權力，包括法
律備案審查權、特首和主要官員任命權、
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香港特區政制發
展問題決定權、中央政府向特首發出指令
權以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等，並
表示要制定和細化有關規定，健全落實基
本法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機制。
胡志偉質疑，是否「有必要」進行制定和

細化有關規定的工作；而在制定和細化有關
規定時，中央會如何「避免違反基本法所載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及香港特區實施
『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等
等。

國家憲法列明職權
聶德權回應指，國家憲法第六十二條

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的職權，包

括第十三款：「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
及其制度」。全國人大根據國家憲法制
定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
基本法清楚列明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
係，及中央所擁有的憲制權力，如第十
二條就指，特區政府「直轄於中央人民
政府」。
在基本法中，中央對特首和主要官員

任命權已載明在第四十五條第一款及第十
五條；法律備案權載於第十七條；第一百
五十八條第一款及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款
已分別列明了基本法的解釋權及修改權，
「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第四十五條、第六十八
條、附件一和二詳細列明特首及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其中清楚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憲制權力及角色。
聶德權又提到基本法第四十三條，特

首須同時對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
第四十八條規定特首在領導香港特區政
府，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適用
於香港特區的其他法律的同時，「並須
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
事務發出的指令，以及代表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
他事務等。」
他指出，自基本法實施以來，中央一

直依法行使這些憲制權力，而這些權力
都是實質的。「回歸20年來，中央和特
區政府已在這些事宜上累積了不少寶貴
經驗。在根據基本法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這些基
本方針的前提下，中央將一些按基本法
規定屬於中央的權力制度化，落實基本
法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機制，這對貫徹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有正面作
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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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黨」吹雞失敗「熱城」諷「狗主」唔幫拖 Cheap禎「床照」曝光「熱城」誓揭「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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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 克 勤
（右）會見林
武（左）。

中聯辦
網站圖片

港聞部 - No Caption.

■熱狗發帖諷「狗主」唔幫拖。 fb截圖

■傻根加把嘴揶
揄「陳大文」係
「港獨派的人格
示範體」。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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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根發帖稱事件令人不安，指「本
土」人拍照出賣同道，「令人恥辱和心
寒」。 fb截圖

■陳大文網上發
帖袒護 Cheap
禎。 fb截圖

■聶德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陳克勤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