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松泰侮
辱 國 旗 罪

成，但僅被判罰款5,000元，社會
各界批評判刑太輕，只會讓激進反
對派中人有恃無恐。社民連主席吳
文遠，昨日就在fb發佈一張照片，
照片中故意將國旗倒轉，更在帖文
中稱：「侮辱國旗罰$5000？」帖
子中又在標註中戴頭盔稱「我只是
把整個世界反轉」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文 遠 抽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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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泰辱旗罰5000 84%市民嫌輕
不滿玷污國家尊嚴毋須入獄 籲律政司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熱血公民」主席、立法會議員

鄭松泰（蟲泰），去年10月涉嫌在立法會會議廳內將建制派議員

桌上的國旗及區旗倒插，其後被警方拘控侮辱國旗及侮辱區旗兩

罪，經審訊後被裁定表證成立。案件昨日在東區法院作出判刑，

鄭松泰被裁定兩項罪名成立，判侮辱國旗及侮辱區旗兩罪毋須入

獄，各被判罰款2,500元，即共判罰5,000元。根據「經濟通×晴

報」聯合舉辦的網上民調，截至今晨零時30分，193名投票者中

有84%不滿輕判。律政司則回應指，會小心研究裁判官的判刑理

據、主控官的報告法律原則，再決定會否就案件覆核刑期。

多宗侮辱國旗案判決
年份

1998年

2012年

2012年

被告

吳恭劭、
利建潤

伍國雄

古思堯、
馬雲祺

控罪

侮辱國旗及區
旗

焚燒國旗被控
侮辱國旗

侮辱國旗

判決

罪成，各人就每項罪行
須自簽2,000元，守行
為12個月

罪成，判監3個月，緩刑2
年

罪成，古被判處入獄2
個月，緩刑1年，馬被
判社會服務令110小時

Liu Cow Cow：吐篤痰都罰到5,000啦！國家尊嚴只同
一篤痰的價值！

Km Li：這樣的判決在虫態(蟲泰)眼中是：用五千港圓可
以一次過侮辱國家尊嚴同香港(特區)政府，值。

Lillian Tsoi：罰始終是罰，不是什麽光榮。但他（或別
的人）會因此得到教訓嗎？是阻嚇，還是助威？

Susan Wong：這種所謂的刑罰變相鼓勵「泛民」黃屍
日後再可侮辱國區旗，或更甚！

Wahgor Tam：律政司長一定要上訴，辱國罪都唔使坐
監，咁個個都效法！

朱正根：作為立法會議員都唔尊重國旗區旗，怎麼能為
國，為區服務市民。他已唔適合做議員，政府應該啟動
DQ垃圾鄭松泰出局。

資料來源：網上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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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鄭
松泰侮辱國旗及區旗兩項罪名成立，
每項控罪僅罰款2,500元。多名法律
界及政界中人指出，國旗是國家的象
徵，侮辱國旗如同侮辱國家，裁判官
是次的判刑過輕，起不到阻嚇作用，
更可能產生壞影響，引發其他人以為
只要有5,000元在身，就可以任意侮
辱國家，律政司應提出刑期覆核。

劉漢銓：涉國家尊嚴罪行嚴重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律師會前會長

劉漢銓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
調，侮辱國旗等同侮辱國家，罪行嚴
重，而根據《國旗及國徵條例》，違

法罰則可以判處監禁，但是次鄭松泰
只獲判罰款 5,000 元，量刑未免過
輕，更會帶出不良的後果，「是否有
5,000元就可以任意侮辱國旗？」事件
涉及國家的尊嚴，律政司應該考慮提
出上訴。

馬恩國：行為如教堂內燒聖經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

大律師馬恩國指出，鄭松泰案發時是
以議員身份，出席立法會會議時侮辱
國旗，與在公園、私人地方內違法有
很大的分別，有如在教堂內燒聖經，
直接損害了國家的尊嚴。
他續說，根據《國旗及國徵條例》

第七條，違法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判五級刑罰與入獄3年，《刑事程序
條例》113（B）已寫明，第五級刑罰
為25,000元至50,000元，是次的罰款
僅屬第三級。由於案情嚴重，律政司
應提出上訴。

劉國勳：罰款難起警戒作用
曾在案中擔任證人的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劉國勳尊重法庭的判決，但認為僅
罰款5,000元似乎難起警戒作用，又坦
言在保障言論和表達自由的同時，不
能沒有規限和邊界，特別是香港社會
不斷有關於「一國兩制」的討論，學界
更出現鼓吹「港獨」的情況，而這些侮

辱國家，破壞「一國兩制」的言行絕不
能容忍，特區政府應依法追究。

葛珮帆：將討論應否DQ議席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指出，國旗象徵

着國家的尊嚴，不容侮辱，而鄭松泰
在離開法院時更聲言是次檢控「無
聊」，反映他毫無悔意，法庭的判罰
未能對他起到足夠的懲誡作用。
立法會根據《議事規則》第四十九B

（2A）條就譴責鄭松泰的議案成立了
的調查委員會，身為委員的葛珮帆指
出，委員會將以是次法院的判決作調
查基礎，討論會否譴責鄭松泰行為不
檢，及罷免他立法會議員的職位。

譚先生：不希望再見辱國者
譚先生批評，鄭松泰身為中國人，在立法會

上侮辱國旗的行為，並非中國人應有所為。雖
然法院裁決他「侮辱國旗罪」及「侮辱區旗
罪」罪名成立，但只罰款5,000元，刑罰太輕。
他認為，這類行徑即使是判處社會服務令亦未必

有用，應判處監禁，以收阻嚇之效，又強調立法會
議員接受政府的薪酬，即使有所不滿，都不應在議事廳中作出這類
行為，希望明年3月的立法會補選，不會再有侮辱國家者參選。

簡先生：議員更應謹言慎行
簡先生強調，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都不應該對自

己的國旗做出不尊重的行為，這是所有國家的國民
或公民的責任，鄭松泰的行為實在不妥當，尤其是
他身為立法會議員，其一言一行是代表部分市民，
也是一些人的榜樣，更應注意自己的行為。
他認為鄭松泰因侮辱國旗而被判罪名成立及刑

罰是合理，因為他在眾目睽睽下做出如斯行為，實在應該予以
阻嚇，更直指若他再犯同樣罪行更應判處監禁。

李先生：罰款「便宜咗佢」
李先生直言，鄭松泰只被罰款5,000元是「便

宜咗佢」，並批評他眾目睽睽下將國旗倒插是侮
辱了自己國家，自己在看電視新聞片段時憤怒得
大喊其行為離譜，「唔知佢（鄭松泰）諗咩。」
他並認為是次只判罰款不能教訓鄭松泰，至少

應該判處社會服務令，否則會起了壞先例，令
「下次第二個又咁做都只係罰5,000蚊」。

林先生倡就國旗飾品下定義
林先生認為，鄭松泰身為立法會議員，在立

法會中作出如此行為，並不適當，倘他侮辱的
是正式國旗或區旗，應該判處刑罰，今次罰款
5,000元並不足夠，最少要罰款兩萬元，又建議
特區政府為國旗或區旗飾品作準確定義，以免
出現灰色地帶。 ■圖、文：文森

各界：辱國勿輕饒 促提刑期覆核

市民促判監 以收阻嚇效
鄭松泰侮辱國旗罪成立，但只被輕判

罰款，不少市民表示不滿，批鄭松泰身
為中國人、身為立法會議員，竟肆意侮

辱「一國」的象徵，社會服務令已是「最低消費」，有人更認
為應當判處鄭松泰監禁，以收阻嚇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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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辯方早前曾爭議，稱侮辱國旗
僅限對國旗作出實體接觸，如焚

燒、踐踏、弄污和毀損等，令旗幟實質
狀態有改變的行為，而「玷污」則只是
性質上的破壞。裁判官鄭念慈昨裁決時
不同意該說法，指有關條例的立法目的
和原意是保護國旗、區旗的尊嚴。

「玷污」不局限實質上弄污
他續說，根據案例和英漢詞典的詮
釋，「玷污」亦包括污辱、使其聲譽受
損的意思，不局限於實質上的弄污或損
毀，認為「玷污」一詞是已包含羞辱的
意思，並不受限制於物質的程度上。法
庭不需要用狹義去詮釋「玷污」一字。
針對另一爭議點，被告的倒插國旗
行為是否可稱為玷污國旗及區旗，裁判
官認為被告當日於現場倒插國旗的行
為，任何正常人都會理解到此舉會破壞
國旗及區旗的尊嚴。
即使如辯方所稱，被告當時「小心
翼翼」地把國旗及區旗倒插，或者目的
只是吸引議員返回座位，但他連續兩次
故意、公開地倒插旗幟，行為已屬於用
「玷污」方式侮辱國旗區旗。
就有指涉案國旗及區旗不符合正規
國旗規格的說法，裁判官認為，涉案的
國旗及區旗無論於比例、顏色等方面已
可令人認出正是中國國旗及香港區旗，
已屬玷污國旗之舉。

辯方在求情時聲稱，鄭松泰已婚、
育有一個未滿3個月的女兒，鄭為理大
文學士及北大社會學博士畢業生，不單
是立法會議員，更為半職大學講師，
「心繫香港」。在案發日倒插國旗區
旗，原意是希望令離席議員返回座席，
以免流會，並無「惡意」。相對以往案
例而言，是次乃最輕微的玷污方式，希
望法庭以簽簿守行為及罰款形式處理。
裁判官考慮被告無案底，「心繫社

會事務」，本案無事先計劃，且並非以
焚燒的方式侮辱，罪行相比下不算嚴
重。惟考慮到他於立法會連番犯案，故
決定兩罪各判罰款2,500元，即共罰款
5,000元。

鄭囂張稱檢控「無聊」
鄭松泰在交付罰款後在庭外稱，是

次的裁決結果是「意料之內」，又聲言
當日建制派集體流會是「無聊」事件，
故當日亦以無聊行為回應，結果又招致
他面對「無聊檢控」，純粹是「佢無
聊，我無聊」，又稱會與其律師團隊研
究考慮有否上訴機會。
據稱，鄭松泰在是次判刑中未被判

處監禁，故定罪將不會影響其立法會議
席或將來的參選資格。就立法會議員謝
偉俊曾就事件提出譴責動議，鄭指對方
現在理應「撤回動議」，但又稱「佢想
點就點」。

■鄭松泰去年在立法會會議廳內將國旗及區旗倒插，被判侮辱國旗及
侮辱區旗兩罪罪名成立，共判罰5,000元。 資料圖片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出席香港新聞
界國慶酒會並致辭。在履新後首次公開
場合致辭中，他以自己3次來港工作的
感受，闡述香港與國家命運與共，闡述
香港的優勢和成功之道，表達對香港美
好未來的期許，呼籲全港各界切實按照
習近平主席及中央的治港精神，不忘初
心，中聯辦將和特區政府攜手合作，與
社會各界廣泛溝通，對「港獨」零容
忍，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
之利，擁抱國家機遇，建設更美好香
港。王志民的講話情理兼備，再次傳遞
中央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
信息，表達中央對港成功實踐「一國兩
制」的殷切期許，激勵港人對未來信心
更堅，齊心協力，確保「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為實現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共同努力。

王志民3次來港工作，前後長達15
年有多，工作經驗豐富，對港感情深
厚。他在講話中細述3次來港工作的回
憶和感受，真切再現國家與香港關係日
益密切、互相支持、共同發展的歷史進
程，與香港人一起體會「擁抱國家機
遇、建設美好香港」的歷史昭示，情理
交融，發人深省。

1992年，王志民首次來港工作，那
年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南巡，發
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東方風來滿眼
春，從此中國的改革開放乘風破浪，
千帆並舉，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進入快
車道；香港向內地輸送了大量資金、
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為國家的改
革開放和現代化作出巨大貢獻，進一
步奠定了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的地位。2006年，王志民二次來
港工作，期間國家發展一日千里，逐
漸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國際影響舉足輕重；伴隨着這一飛速
發展的過程，中央推出CEPA、自由行
等一系列的挺港惠港政策，幫助香港
戰勝金融危機和非典疫情，讓港人重
振信心，迎難而上。如今，王志民又
回港工作，正值香港特區成立 20 周
年，中共19大即將召開，以習近平為
核心的中央帶領全國人民經過5年的
砥礪奮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
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前所未有地靠
近世界舞台中心、接近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目標。習近平主席今年七
一親臨香江，主持特區「成人禮」，
表達祝福、體現支持、謀劃未來，更

為香港發展指路引航，加油鼓勁。王
志民以提綱挈領的描述和闡述，與香
港市民分享共同的心聲：香港和國家
關係日益密切，命運與共，「香港
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
舉，香港實踐「一國兩制」也無先例可
循。隨着國家的發展，香港在經濟、文
化等各方面對國家的影響有所下降，兩
地交往也出現一些波折，香港難免有人
擔心中央對港方針有變，包括此次港澳
辦、中聯辦負責人的人事變動，就被一
些人解讀為「中央收緊對港政策」。王
志民早前已強調，中央對港方針政策一
以貫之，不會因為官員調動而改變。昨
日，他特別引述習主席今年七一視察香
港的講話，藉以顯示中央對港政策不
變。習主席曾鼓勵港人要「相信自己，
相信香港，相信國家」；習主席還鄭重
宣示，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
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的香港建設好。

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深入推進
「一國兩制」實踐，符合香港居民利
益，符合香港繁榮穩定實際需要，符合
國家根本利益，符合全國人民共同意

願。「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的制度優
勢，令香港得到中央強有力的支持，分
享到「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人民幣國際化創造的巨大機遇；
另一方面，儘管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區
域競爭日趨激烈，香港仍然是全球最自
由的經濟體，在國際競爭力排行榜上名
列前茅，香港可以繼續擔當國家對外開
放的重要窗口和橋樑，助推國家發展，
並且從中獲得自己發展的巨大能量。王
志民重申中央對港政策不變，向港人再
派定心丸，激勵港人放下疑慮，勇敢推
進「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把握國家
發展機遇，實現自身更好發展，創造更
加美好的生活。

香 港 要 全 面 準 確 落 實 「 一 國 兩
制」、維護長期繁榮穩定，社會各界
團結合作、和衷共濟是應有之義、必
不可少。中聯辦作為中央的駐港機
構，支持特首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廣泛聯繫社會各界人士，本來就是中
聯辦的職責所在。王志民一方面與特
首林鄭月娥表達緊密合作、互相支
持；另一方面，王志民主動表示希望
接觸包括「泛民」在內的社會各界朋
友，就是希望共同營造和衷共濟的大

環境，鞏固新一屆政府實現的良好開
局，為建設美好香港注入更多正能
量，讓愛國愛港、民主和諧、人心思
穩思進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旋律。

習主席一直強調，堅持「一國兩制」
方針不動搖、不會變，確保「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變形、不走樣。任
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
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
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
都是絕不能允許的。王志民也特別指
出，「港獨」嚴重違法，絕不可能；在
中國土地上，乃至全世界都是零空間，
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國人，必定也
是零容忍。

對「港獨」零容忍，既是中央的原則
態度，也是港人的福祉所在，因為這關
乎「一國兩制」能否行穩致遠，香港能
否保持繁榮穩定。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
上，相信廣大市民一定會越來越清醒、
明智，一定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按照基
本法和法律從嚴遏止「港獨」，始終準
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始
終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共同走
穩、走好、走遠「一國兩制」的康莊大
道。

王志民殷切期許港人擁抱國家機遇建設美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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