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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英政客抹黑 特首：港司法受基本法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雙
學三丑」上月被判監後，在香港反對派
推波助瀾下，不少外國政客以至媒體紛
紛為有關人等戴上所謂「政治犯」的
「光環」，更不斷抹黑香港的法院甚至
個別法官。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訪
問英國倫敦時批評，這些評論不尊重法
官、毫無理據且不公，她為此感到非常
不安（extremely disturbing）。
她又重申香港的司法制度是世界認可
的，而法治和司法獨立是香港賴以成功的
■林鄭月娥在倫敦出席香港貿發局周 基石，在香港回歸後受到香港基本法保障，
年晚宴。圖為她與衛奕信（左）在晚 她對香港前景依然感到樂觀及充滿信心。
林鄭月娥出席英國貿易發展局晚宴時
宴前交流。

在致辭中表示，上任後很多人祝賀她開
局順利，但過去 3 個月香港並不平靜，
經歷了不少事，包括有 4 人喪失立法會
議員資格、有激進學生因為刑期覆核而
被上訴庭判處監禁、大學校園出現鼓吹
「港獨」的標語，準備赴英留學的本港
學生簽證申請延誤等等。這些挑戰都需
要即時和明確回應，沒有空間讓她「觀
望」（wait and see）。

香港司法獨立，她批評這些評論毫無理據
及不公，更為此感到非常不安，也感到有
關評論是不尊重法官，特別是香港的司法
制度是世界認可的，而特區終審法院仍有
不少外籍的非常任法官，「在毫無事實根
據的情況下，質疑法官的獨立性，這些說
法是不公平的。」

「一國兩制」優勢 港定再創高峰

對不尊重法官言論感不安
她特別提到有外國政客以至傳媒接連就
「雙學三丑」司法覆核判刑「發聲」，指
自己留意到英國有評論員及政治人物質疑

林鄭月娥又指，香港擁有超過半世紀
的國際貿易經驗，在全球多個地方都有
經貿辦事處，並將會陸續增加，而國家
的「一帶一路」計劃會成為香港與參加
國家的未來增長動力，加上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將促進香港在內地經
濟中的戰略角色，香港會善用本身優
勢，把握兩項國家政策帶來的機遇。
她強調，擁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
勢，香港基本法保障了港人的自由和權
利，加上司法獨立等，令她對香港感到
樂觀和充滿信心，而最美好的香港尚未
來臨，她相信香港可再創高峰。
在訪英期間，林鄭月娥還與英國財政大
臣夏文達會面，見證香港和英國簽署「金
融科技橋樑」協議。協議涵蓋政府與政府
（G2G）、規管者與規管者（R2R）和業
界與業界（I2I）之間的合作，鼓勵兩地的
金融科技企業善用彼此的設施和協助。

中大學生會假「跪低」真要挾
既拆「獨品」又「兇」校方 校董斥「小學雞」促勿再妄為
■中大學生會昨突然發聲
明，既拆除宣傳「港獨」的
橫額，但又揚言威脅校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傳「港獨」的橫額，直至昨日突然發聲明「跪低」，承認該橫額
並無團體申請，亦未經正常程序審批，任由其繼續懸掛於理不
合，遂決定將其拆除。不過此舉只是門面工夫，只要細心留意不
難發現其聲明末段竟揚言日後仍會迫使校方就所謂「言論自由」
作出具體承諾，若校方不願就範，將掛起相同橫額以作威脅。有
中大校董認為有關施壓言論是「小學雞」行為，強調「港獨」宣
傳品不能與「言論自由」相提並論，希望學生會能謹記自己是
「學生代表」的身份，勿再任意妄為。
獨」橫額入侵校園至今已經逾
「港半個月，中大學生會首次發表

聲明，承認「港獨」橫額並無團體申
請，亦未經正常程序審批，「文化廣場
宣傳位置本為同學而設，未經申請之橫
額佔用空間，長遠而言，實在有礙其他
同學使用。與校方談判膠着，任由繼續
懸掛於理不合」，遂決定將「港獨」橫
額移除。

發聲明抹黑校方 推卸責任
「港獨」主張違反香港基本法，而
是次展示的相關標語，既沒有署名更已
超過展示兩周的限期，根本不符合校
規，拆除本是合理不過。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學生會這次
「跪低」只不過是門面工夫，骨子裡始
終一副推卸責任的態度，除了於聲明中
不斷抹黑校方「雙重標準」、「政治審
查」和「打壓自由」。學生會更揚言
「事情不會因此結束，更不代表我們會
屈服於校方」，並再三利用「言論自
由」作擋箭牌，聲稱未來會「迫使校方
就言論自由作出具體承諾，如校方仍然
未肯透過溝通解決問題，並作出任何具
體承諾，本會將會掛起相同橫額」。

施壓言論挑戰社會底線
中大校董劉國勳直斥有關施壓的言
論是「小學雞」行為，並質疑學生會根
本有政治立場，才會讓這些違法違規宣
傳品一直保留至今。

「他們當初口口聲聲稱學生會政治
中立，並非主張『港獨』，如今卻又表
示日後或會親自掛起相同橫額，明顯有
意挑戰學校與社會的底線。」劉國勳
說。
至於學生會終於在聲明中承認違
規，劉國勳認為他們若能在事件開始時
「揸正嚟做」，本來可以避免很多紛
爭，但既然學生會如今願意主動拆除，
他期望可以就此平息事件，勿再「騎
劫」全體學生的聲音。

新亞校友發起聯署登報反「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開
學至今，大學校園出現播「獨」歪
風，令社會各界義憤填膺。中大新亞
書 院 的 校 友 擬 於 下 周 二 （26 日 ） 登
報，聯署聲明強調反對「港獨」，重
申「我們都是中國人」，並支持新亞
書院院長黃乃正早前發公開信譴責中
大學生會前會長周竪峰以粗言穢語辱
罵內地生。有份發起聯署的新亞書院
校董會副主席陳志新批評宣揚「港
獨」者不切實際，昨午已透過短訊廣
邀校友參加聯署，希望提醒學弟學妹

不要墮入「港獨」陷阱。
聲明表明「自古以來，香港就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過去、現在及未來
我們都是中國人」，並支持大學反「港
獨」的聲明及支持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
公開譴責周竪峰，聯署者認為黃乃正此
舉是「愛之深，責之切」，又強調新亞
人應秉承創校先賢錢穆、唐君毅及張丕
介熱愛中國文化的精神，謹記誠明校
訓，以至誠之心、中和之道，「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
「佔中三丑」
之一的戴
耀廷
（戴妖）
教授法律卻美化
違法行動為
「公民抗命」
，荼
毒學生。他昨在一論壇上更
聲稱，香港正逐步實施「威
權管治」，要「頂住」甚至
將之推翻，大學生就應該與
反對派政黨及組織合作，積
極參與後年的區議會選舉，
企圖吸納年輕人加入反政府
行列。政界人士批評，戴妖
及其他反對派將政府追究違
法行為說成「威權管治」，
是為了吸納更多激進年輕人
加入搞亂香港的行列，藉此
達到預設的政治目的，行為
極度自私及不負責任。

煽大學生參選
「攻佔」18區會

盼學生會慎行 勿令中大丟臉
另一位中大校董何啟明表示，他歡
迎學生會拆除「港獨」橫額，但強調
「港獨」橫額與海報本身是宣傳品，與
所謂「討論的自由」並無關係，而民主
牆從來都不是宣傳的地方，不應張貼任
何宣傳品。
他認為，事件反映學生會對民主牆
的管理過於寬鬆，「接近 30 張『港
獨』海報只有 1 張有署名；來歷不明的
橫額未經申請仍能懸掛多日……」凡
此種種均可見學生會於管理上仍有很多
改善的空間。
至於學生會揚言以「將會掛起相同
橫額」向校方施壓，何啟明期望他們能
謹記自己「學生代表」的身份，「（懸
掛『港獨』橫額）明顯不是他們當初參
選（學生會）的政綱內容，有關行動未
經整體學生授權」，期望學生會日後行
事應更為謹慎，不要令中大丟臉。

歪理扮真理 戴妖又害青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中大學生會連日「死撐」強留宣

中大生讚拆得好
囑勿再
「騎劫」
同窗
中大學生會昨終於自行拆

 & 除「港獨」橫額，不少中大
 學生均認為這才符合既定程
序，惟擔心事件未必就此告一段落，期望學
生會未來再有同類舉動時，勿再以「學生代
表」名義行事，還校園一個安寧的學習環
境。
中大社會科學碩士生李同學跟社工碩士生
劉同學昨日駐足觀看民主牆，並留意到文化
廣場懸掛超過兩周的不明「港獨」橫額終於
拆除，兩人均表示支持。

盼息風波 還校園安寧
李同學表示，「港獨」明顯已是違反香港
基本法，絕不支持，而最近校園因出現「港
獨」宣傳品引發連串風波，難免傷害到內地
學生的感情，「我們尊重每個人表達意見的
自由，然而，言論自由也應有個限度。」
對於學生會表明將來不排除再掛起相同的
橫額，李同學認為學生會不應再以「學生代
表」名義進行同類活動，並期望事件可以隨
着橫額拆除而告一段落，讓校園回復平靜學
習的地方，又提到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周竪峰
的「支那」辱華言論，批評對方此等行為其
實是在侮辱自己，校方必須嚴正處理。
劉同學則指，「民主牆使用守則」一直存
在，學生會作為管理人理應遵守規則，惟該
「港獨」橫額本身來歷不明，就連學生會本
身也承認它是未經正常程序審批的，拆除自
然是合理。

■李同學認為「港
獨」橫額既然違
規，理應拆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達文 攝

■劉同學（左）及李
同學均支持拆除「港
獨」橫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達文 攝

中大工程學系一年級生李同學認為，一方
面社會連日來對「港獨」橫額已有不少反對
聲音，「再掛亦不見得有何作用。」同時，
維護「言論自由」也應顧及程序公義，既然
「港獨」橫額本身是違規的，就應該拆除。
中大電腦科學系二年級生盧同學認為，學
生會雖然主動將橫額拆除，但這很可能只是
短暫的平靜，「或許過一陣就會再來，好難
估計之後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他又質問中大學生會，一旦「港獨」，
「除了引起制度或法律等問題外，香港在外
交上將如何定位？」他認為外國不少企業選
擇到香港發展，主要原因是希望借香港打入
內地市場，假如真的「港獨」，將會失去這
些經濟上的優勢，然而目前大部分「港獨」
的討論都似乎較少討論到這個實際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戴妖昨在理工大學的學生
論壇上危言聳聽地聲稱，香
港正逐步實施「威權管
治」，要「頂住」「威權管
治」甚至將其「推翻」，大
學生就應該積極參與後年的
區議會選舉，與反對派政黨
及組織合作，合力「攻佔」
18 個區議會議席，若成為
大多數時，就可以達至「民
主」。
他隨即為反對派政黨及組
織大賣廣告，宣稱各反對派
政黨、公民社會組織等已組
成「反威權管治聯盟」，今
日會舉行記者會介紹詳細情況。

撥亂反正非「威權管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反對派為一己
私利，歪理也說得理直氣壯。
他表示，今屆特區政府努力撥亂反
正，將違法者繩之以法，就被扣上所
謂「威權管治」的帽子。這種凡事對
着幹的態度，目的是要搞亂香港。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出，戴
妖搞這麼多小動作，是意圖將自己裝
扮成「政治受害者」，向法院施壓謀
脫身。
他強調，凡事都有底線，不能打着
「學術自由」就目無法紀，特別是
「港獨」已非空談，而是有人正付諸
行動。「根據反對派的歪理，可否在
大學內公然上演恐襲事件，又或公開
教授製造炸彈工序？」
中文大學校董、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何啟明強調，除了學生外，大學還有
其他的持份者，必須平衡各方的訴
求，倘只傾斜某一持份者，就會引起
很多問題以至不公平的現象，而無論
是否在大學校園，最基本的是要遵守
香港法律和校規。

「眾志」粉恐嚇「滅君門」「保港」成員報警促嚴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議員
何君堯早前在一個反「港獨」集會上發表
煞停「港獨」的言論，有疑為「香港眾
志」的支持者竟留言稱要把何君堯全家
「滅門」。一批「保衛香港運動」成員昨
到灣仔警署報案，要求警方嚴正執法，嚴
懲網絡欺凌恐嚇罪犯。
■ 「 保港運動
保港運動」
」 大批成員昨到灣仔警署報案
大批成員昨到灣仔警署報案。
。
「保衛香港運動」約 30 名成員昨日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午手持印有社交網站 facebook 的「勇武前

綫」專頁、「支 sHOcK 瘋人院」群組內
容、報稱在「眾志」上班的網民「Francis Ho」等在 fb 中針對何君堯及其家人的
留言截圖，以及反「港獨」標語，遊行到
灣仔警署。

「保港」遊行 撐君掃「獨」
「保港運動」成員遊行時沿途高呼「恐嚇
何君堯，『港獨』正流氓，支持何君堯，堅

決反『港獨』 」、「『港獨』撕裂社會，冷
血言論可恥，嚴懲網絡欺凌，捉拿網絡暴
徒」等口號，又讚揚何君堯當日在反「港
獨」集會上發表煞停「港獨」的言論是真漢
子，但質疑反對派就「煞」字斷章取義，是
要將反「港獨」的聲音滅聲。
「保港運動」主席傅振中表明，支持何
君堯反「港獨」的行動，並認為中大學生
會昨日終於拆除校內的「港獨」標語，正

好反映出何君堯發起的行動有效，相信全
球華人及全港市民都會支持何君堯。
就有網民聲言要殺害何君堯全家，他強
調不能接受，認為事件涉及網絡欺凌，所
以到灣仔警署報案，要求警方嚴正執法，
嚴懲網絡欺凌恐嚇罪犯。警方發言人在回
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網絡安全及科
技罪案調查科已接手跟進有關案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