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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立會4「新丁」
喜見倡議獲接納

朱凱廸陳志全抽加泰公投水 搞「港獨」逆國際潮流

朱凱廸、陳志全日前突然發表聯合聲
明，譴責加泰羅尼亞警方，「採取粗暴
武力對待參加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
獨立公投人士」。聲明批評西班牙政府
「對公投的壓制」，「已經干涉了人民
最基本的政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集
會結社以及公眾參與的權利」云云。聲
明更牽強聯繫香港情況，聲稱「透過民
主方式實踐自決權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
利，不僅在香港，以至世界各地，人民
的聲音都需要被聆聽、承認和尊重」。

國際社會反對任何分離行為

西班牙憲法嚴格規定不容許任何地區
獨立，針對加泰羅尼亞自行搞獨立公
投，西班牙總理拉霍伊堅稱公投違法，
放話要啟動西國《憲法》第155條，撤
銷加泰羅尼亞的自治權。在公投結束後
不久，拉霍伊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再次
表明公投違法違憲，拒絕承認這次獨立
公投。他又呼籲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
府，放棄走上尋求獨立的路，指各黨派
應團結一致，一起謀劃國家未來。
大多數歐洲國家與西班牙站在同一陣

線，有歐洲國家表達支持西班牙法律的
宣言，英國已表示想看見西國法律受到

尊重，認為公投有違憲法。歐洲理事會
主席圖斯克與執委會主席榮克也表示，
如果加泰羅尼亞宣佈獨立，歐盟不會承
認。
國際法禁止以任何理由用「公投自

決」方式損害一個國家的主權。為了防
止一個國家某個地區或某部分人利用
「公投」進行別有用心的活動，1960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給予殖民地國家
和人民獨立宣言》明確指出：「任何旨
在部分或全部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
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
章的宗旨和原則相違背的。」1993年

聯合國人權世界會議的宣言指出：「自
決的定義，不得被解釋為授權或鼓勵任
何行為，去部分或完全分解或損害主權
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及政治統一的行
為。」兩年後聯合國大會在其50周年
的宣言中重申了這個原則。
朱凱廸、陳志全借加泰公投炒作「自

決」，竟然聲稱「透過民主方式實踐自
決權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其目的
不過為鼓吹「港獨」披上遮羞布，明顯
違反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有關宣言，違反
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

「港獨」是零空間、零容忍
朱凱廸、陳志全搞「港獨」已有前

科。今年6月，主張「台獨」的台灣
「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牽頭成立
「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台
港連線」），朱凱廸、陳志全等人赴台
灣參加成立儀式，簽署「合作文件」，
這是「港獨」與「台獨」兩股分裂勢力

勾結活動公開化的表現，是對「一國兩
制」原則底線和基本法的公然挑戰。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強調，「『港獨』

嚴重違反基本法。『港獨』在中國96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乃至全球、全世
界，都是零空間，包括我們700多萬香
港同胞在內的全體國人，必定也是零容
忍。」
立法會議員已經宣誓效忠基本法，

朱凱廸、陳志全公開與「台獨」勾
結，分裂國家，現在又藉加泰公投抽
水，乘機鼓吹「港獨」，二人的行徑
與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決定嚴重抵
觸。人大釋法規定，即便是「依法完
成宣誓」、成為議員，但「宣誓之後
從事違反誓言行為」，同樣需要「承
擔法律責任」。反對派不要以為可以
肆無忌憚挑戰中央底線，「自決派」
議員搞「港獨」，觸碰國家安全紅
線、危害國家統一，這是嚴重違誓的
行為，必須承擔法律責任。

「自決派」朱凱廸、陳志全藉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公投抽水，企圖把「自決的定

義」解釋為分離行為，其實是乘機鼓吹「港獨」。歐盟反對加泰公投，顯示國際

社會反對任何分離行為，「自決派」搞「港獨」違反國際潮流，完全是癡人說夢。朱凱廸、陳志全

公開與「台獨」勾結分裂國家，現在又藉加泰公投鼓吹「港獨」，是嚴重違誓的行為，必須承擔法

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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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鈞在茶敘中形容上個立法年度是
「不平凡的一年」：自己由區議員

至現在身兼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正處
於「高速成長期」，而最刻骨銘心的莫過
於甫入立法會，所提出的初中中史科獨立
成科的議員議案便獲得通過，是一個意料
不到的開始。

張國鈞：組快樂學習平台
身為兩個女兒之父，他坦言特別希望推
廣愉快學習，正研究成立一個平台，連結
公民社會、議會及商界，互相分享優質教
育模式，又提到自己是議事規則委員會成
員，希望盡快修改議事規則，讓議會重回
正軌，符合公眾的期望。

周浩鼎：出席率高質詢多
主要負責經濟發展和司法方面的周浩鼎
指出，立法會過去一年的工作充滿挑戰和
發揮，並笑指自己的出席率及口頭質詢次
數均名列前茅，未來會繼續做好自己的工

作，包括關注香港與其他地區的經濟合
作，特別是非常有潛力的東盟十國，又期
望特區政府增加競爭事務委員會的人手。

柯創盛：促政府改善房策
柯創盛就希望自己可繼續做好代議士的

角色，跟進該區市民所關注的問題，例如
在公共街市裝設空調系統、觀塘重建項
目、車位不足問題等，推動特區政府的工
作，又希望在未來完善特區政府的房屋規
劃，包括解決土地供應的問題，制定好
「港人首置上車盤」的定位，同時可考慮
允許居屋免補地價出租。
他形容，過去的一年是緊張的一年，立
法會如同成了他的「第一個家」，在立法
會工作的時間較在家的時間多，但他會珍
惜接下來的時間，做好工作本分。

劉國勳：補足政策與地區
劉國勳坦言，由於兼顧北區區議員的工

作，自己每日的工作都非常忙碌，幸好立

法會的出席率也足夠，但休息的時間減
少，每天只有約5小時睡眠時間，但都
「頂得住」。
熟悉發展、民政事務的他，樂見特區政

府在多個項目中接納建議，例如重新檢視
西九的「天價」天橋項目、啟德體育園補
貼的改動等。他續說，特區政府未來多個
大發展均在北區，包括落馬洲河套地區及
建造中的蓮塘新口岸，自己將在政策及地
區層面互相補足。
被問到已退下火線的曾鈺成、譚耀宗、
葉國謙和陳鑑林有否提點「新丁」們，周

浩鼎指時有機會與他們交流及閒話家常，
也會向他們主動請教，但日常工作方面，
四位「元老」亦放手予他們處理。
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則笑言，4人雖然是

立法會「新丁」，但在民建聯資歷甚深，
在各方面的事務都得心應手，更帶來新的
做事方式。
談到不少政黨近年頻頻在網上打宣傳

戰，他則指民建聯正順應時代，努力摸索
網上宣傳的路。劉國勳則表示自己努力摸
索中，包括會增加人手處理網上工作，又
期望多以直播形式與市民接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過去一年紛紛擾擾，民建聯4

名去年當選為立法會「新丁」議員的張國鈞、柯創盛、周浩鼎及劉國

勳，昨日在上任一周年和傳媒茶敘時，分享擔任議員的初體驗。他們

都形容過去一年充滿挑戰和發揮，十分充實，又樂見特區政府接納了

他們提出的各項政策建議，他們未來會繼續在各自的範疇中努力。身

為議事規則委員會成員的張國鈞，更希望在新立法年度內盡快修改議

事規則，讓議會重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為增加與立法會的溝通，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表
示，除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外，她會
每個月一兩次到立法會周三的例
會，出席會議前新增的30分鐘答問
環節。為免佔用議員的發言時間，
她不會有開場白，而是直接回應議
員的提問。
林鄭月娥指出，立法會每年會舉

行4次行政長官答問大會，每次答
問大會的時間為90分鐘。立法會秘
書處在暑假期間諮詢各立法會議
員，特區政府其後收到立法會議事
規則委員會的通知，建議她除了這
4次90分鐘的答問大會之外，還希
望她能夠多出席立法會會議，回答
議員的提問。
委員會建議她每個月出席一兩次

答問會，每次只需要30分鐘。而根
據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建議，為
了方便安排，30分鐘的答問會可以
安排在周三的立法會例會之前進
行。周三立法會例會是11時進行，
她會在10時多出席30分鐘的答問
會。
由於新增的答問環節只有30分

鐘，林鄭月娥接受立法會議事規則
委員會的建議，不會在答問環節發
言，以免佔用議員提問的時間，該
30分鐘的時間都給議員使用，就當
時他們最關心的社會議題向她提
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將於
下周三復會，18個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需
要改選。據悉，在「青症雙邪」及「瀆誓四
丑」喪失議員資格後，建制派未有因反對派中
有6人被DQ而踩多腳，反對派則在「形勢比
人弱」的情況下，稱願意接受建制派的建議，
即由反對派議員擔任6個事務委員會主席，和
11個委員會的副主席，數目與去年相若。
建制派昨日與反對派就選舉正、副主席安排

舉行第二次碰頭會議，建制派由「班長」廖長
江代表，反對派則由「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
乃光出席，雙方代表在會上都表述了各自的立
場。

正副主席數目與去屆一樣
有建制派議員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反對

派在會上繼續提出要根據各黨派在立法會選舉
的得票比例，作為分配主席及副主席的數目基
礎，即「兩派」各佔一半。不過，反對派中有
6個人已失去議員資格，目前只得23名議員，
倘按照有關比例分配，反對派根本沒有任何
「着數」，而建制派願意維持上個立法年度的
分配已是友善的表現。
經討論後，有關的初步安排為：工商、環

境、財經、衛生、資訊科技及廣播、福利事務
委員會的主席由反對派擔任。建制派議員解
釋，在上個立法年度，反對派亦擔任了6個事
務委員會的主席，包括工商、環境、食物安全
及環境衛生、衛生、人力事務及福利事務委員
會，今年則是將財經及資訊科技及廣播兩個事
務委員會，換回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和人力事
務委員會。
同時，內會主席將繼續由建制派出任，副主

席留給反對派議員（現時主席及副主席分別為
李慧琼及郭榮鏗）；掌握撥款權的財會正、副
主席也堅持由建制派出任（現時主席和副主席
為陳健波及田北辰）。部分委員會如政制事務
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等，建制派也視為
「要塞」，將繼續由建制派議員出任正、副主
席。
同時，建制派議員會按照早前的「11+2」

的安排，即全體建制派議員加入財務委員會屬
下的人事編制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自
行選擇參加11個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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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西區區議會
因自由黨陳浩濂和民建聯蕭嘉怡加入特區政府而
出缺，其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補選將於下月26
日舉行，並於昨日起至本月16日接受提名。此
前稱有意派員參選的「新思維」，考慮到該黨支
持度低及避免引發與其他政團的矛盾等，宣佈不
會派人參選。自稱「佔中十死士」、但後來「唔
知死咗去邊」的「2047香港監察」召集人錢志
健，就稱自己也計劃參選。
「新思維」日前就補選舉行內部報名，但沒有

收到任何會員報名。「新思維」稱，黨內有會員
擔心參與今次選舉會「加劇與其他政治團體的矛
盾」，影響日後合作機會，故撤銷參選念頭。該
黨主席狄志遠承認，「新思維」目前在兩個選區
的凝聚力及支持度不足，故決定不參選。
目前，東華選區出現反對派內訌。在山頂區補

選方面，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及自由黨楊哲安均
有意參選，錢志健聲稱正考慮參選，並聲言已取
得民主黨和「人民力量」兩名創黨主席，包括李
柱銘及劉嘉鴻，和前立法會議員鄭經瀚的支持。

錢志健話自首「佔」後即走數
他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如再有反對派人士有
意參選該區，將以協調機制處理，又質疑自由黨
有心經營山頂區，「個區議員就唔會走咗去做
官」云云。
不過，所謂有口話人就冇口話自己，錢志健在

「佔中」時是所謂「佔中十死士」之一。「十死
士」曾經聲言，會在「佔中」後主動自首，及在
法庭上不作抗辯，承擔罪責以突顯「惡法」不公
云云，結果就全部走晒數。

中西區區議
會補選昨日開
始接受提名，

一句「寸爆」隨即令網戰先開打。獲
反對派推薦出選東華選區的民主黨伍
凱欣，在接受「香港獨立媒體」訪問
時，被形容為「寸爆」對手、「中西
區關注組」的羅雅寧。訪問時在場的
民主黨創意媒體部部長黎敬瑋，就話
伍凱欣當時「友善平和」，被形容
「寸爆」令佢「摸不着頭腦」咁話。
「獨媒」在回應時就話「寸爆」無正
面或負面之意喎！鬧吓鬧吓，估唔到
變成其他反對派支持者鬧民主黨成日
大石砸死蟹，唔肯讓路畀其他人，令
人作嘔咁話。
民主黨成員林子健此前被「傳真

社」根據取得的閉路電視片段，質疑
佢唔係「被擄走」，而係自行離開旺
角，「傳真社」即刻俾民主黨支持者
鬧餐死，話要斷佢財路，結果要道歉
收場。唔知係咪想「案件重演」，伍
凱欣大字標題被話「寸爆」對手的訪
問一出街，黎敬瑋即發帖「澄清」。

辯稱友善平和批評
佢話，「獨媒」記者當時引述了羅

雅玲對伍凱欣的批評，伍凱欣「無論
態度語氣 ，就算記者感覺不是謙厚
虛心，也必定是友善平和，因此其言

談被冠以『串（寸）爆羅雅寧』，着
實令人摸不着頭腦」，又暗指對方如
此形容是有「政治目的」：「亦望社
區工作以『講事實、比政績』為本，
讓市民理性選擇。同路人之間亦不能
因選舉而失義，最終令建制派漁人得
利」云云。
「獨媒」編輯部成員黃俊邦就留

言，話標題用「寸爆」是形容伍「自
信」：「記者的感覺，亦無正面或負
面之意……黃子華黃秋生都會寸爆
人，反而寸人的人佔上風。」黎敬瑋
就反駁道：「我真係不能接受寸爆係
中性詞語，我讚人都唔會話 『你好
寸』……」
民主黨的支持者就更為勞氣。

「Ares Chan」狠批「獨媒」：「咁
都要兜？我覺得你ON ×都係我個
人感覺啦，你覺得有冇正面負面之
意？」「Ken Lai」也指：「我話你
『契弟』，只不過係想『關係親密
啲』？」
已退出民主黨的區諾軒也做「炸

両」。他首先伸脷（利益申報）話自
己月捐支持「獨媒」，然後就將矛頭
指向當反對派協調機制冇到，支持羅
雅玲的「瀆誓四丑」中的姚松炎：
「我所最為在意的事，還是沒有很多
人關注。有無人諗過當區居民見到呢
個局，點諗呢？機制並唔完善呀，係
咪唔滿意，就無協調的責任呢？」
他又抽水稱，自己離開民主黨時說

過，民主黨「要有第一大黨風範」，
「唔好太在意他人批評」等等。
「Daniel Chan」就留言話，「佢

地（哋）話因為伍凱欣選輸過所以唔
可以再選，咁上屆好多『傘兵』都輸
wo（喎），咁佢地（哋）係咪唔可以
再選？」
「Ivan C. Y. Lo」則揶揄道：「街
坊有做野（嘢）既（嘅）區，出選係
天經地義，政黨一定要行埋一邊之
餘，仲要唔該搭好個大台俾（畀）街
坊表演。」

大石砸死蟹欠風範
不過，「Joe Leung」就狠批民主

黨：「最可笑係仲講乜×『第一大黨
風範』。民主派都就嚟死無葬身之
地，仲分乜×大小。成日大石扎
（砸）死蟹，最慘又無成績，又唔肯
讓路，攝石人周圍痴（黐），真係令
人作嘔。」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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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敬瑋的「澄清」引發網絡罵戰。
fb截圖

白鴿「寸爆」對手 解畫反被翻舊賬山頂有位爭「死士」都翻生

委會分餅仔
建制善待反對派

■民建聯4名「新丁」議員：張國鈞、柯創盛、周浩鼎及劉國勳，昨日分享擔任議員
的初體驗，並宣傳將舉行的漢字選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