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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DQ「鳩嗚團」參選人代資格 進行直觀的憲法基本法教育

此次港區人代選舉，參選人在登記表
中要作出聲明：擁護國家憲法和香港基
本法，擁護「一國兩制」，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區；未直接或者間接
接受外國機構、組織、個人提供的與選
舉有關的任何形式的資助。參選人須對
所填事項的真實性負責。

所謂參選人違背聲明核心原則
這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任何

人簽署之後就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
任。但「港獨」組織「鳩嗚團」的7名
所謂的參選人，儘管簽署了選舉聲明，
但其違憲違法的一貫言行，都證明他們
是徹頭徹尾的「港獨」分子，嚴重違背
聲明的核心原則。
「鳩嗚團」於2014年違法「佔領」

行動期間、旺角「佔領區」清場後成

立，其名稱來自普通話「購物」的諧
音，明顯有嘲弄、仇視國家和內地旅客
之意。「鳩嗚團」公然挑戰憲法和基本
法，在旺角等地糾合鬧事、霸佔道路和
參與違法行動；暴力騷擾驅趕內地遊
客，挑起兩地矛盾；經常到中聯辦抗
議，發表支持「港獨」、反對國家的言
論。
「鳩嗚團」不論在其所屬的「民主街

旺角鳩嗚團」fb專頁上的種種反中亂港
言論，還是公然舉出「港獨」標語、揮
動「龍獅旗」，以及反「一地兩檢」叫
囂「對抗中共政權」，他們種種仇視國
家和煽動分裂的言論，都嚴重抵觸選舉
聲明的要求。不僅如此，種種跡象還顯
示「鳩嗚團」背後有境外政治勢力在提
供資金和支持，應對此進一步查清和追
究。

企圖蒙混過關豈可得逞
「鳩嗚團」7名所謂的參選人，報名

參選時簽署聲明擁護國家憲法和香港基
本法，稱擁護憲法「無問題」，因國家
憲法是世上最好的憲法之一，擺出一副
「簽了聲明便已拿了入場券」的姿態，
以為可以肆意妄為，企圖一旦不被列入
候選人名單就藉機大做文章。但他們完
全打錯算盤，人代選舉絕非兒戲，「鳩
嗚團」成員被DQ參選資格後，還應被
追究「虛假陳述」的刑事責任。根據
《刑事罪行條例》，律政司應依法檢控
他們涉嫌「虛假陳述」的刑事罪行。
「鳩嗚團」參選，是為了搞破壞，其

成員為激進「本土」及「港獨」人士，
連國家都不認同，又怎麼會認同人大
呢，更談不上須誠心誠意擁護憲法和基
本法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主任李飛日前來港發表講話時明確指
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制度
和政策必須要以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
規定為依據，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要接
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在認同國家
憲制的基礎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應承
擔起主體責任，主動地將在香港實行
的特區制度與整個國家所實行的制度
相對接，維護中央的權威和法定權
力，保障國家的統一和國家制度的順
暢運作。由此可見，擁護憲法和基本
法必須誠心誠意，必須尊重國家的憲
制體制，誠心誠意履行擁護國家安全
和尊嚴的憲制責任。「鳩嗚團」所謂
參選人的言行恰恰與此背道而馳。企
圖為拿港區人大代表選舉入場券蒙混
過關，豈可得逞。

要真心實意地擁護憲法和基本法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全國人大代

表，是香港回歸祖國、香港同胞實現當
家作主的重要體現，也是在香港推進

「一國兩制」的重要體現。「鳩嗚團」
充分顯示出對抗憲法和基本法、破壞法
治、危害社會秩序的本質，怎麼有資格
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呢？
人大代表選舉是一件非常重要和嚴肅

的政治大事。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組
成人員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首要的是
要有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也就是要真
心實意地擁護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人大
代表選舉會議主席團自然要明察秋毫，
嚴格把關，把包括「鳩嗚團」在內、任
何不符合候選人資格的報名者剔除出
去。
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是母法，基本法
是子法，子法從屬於母法，遵守基本
法就是執行遵守憲法的有關規定。不
但內地人民要遵守和維護憲法，港人
也有遵守和維護憲法的義務。尤其是
憲法關於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
完整的條文，更明顯地適用於特別行
政區。DQ「鳩嗚團」7名所謂的參選
人的參選資格，是在香港社會進行的一
次具體實在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港區人大代表選舉的合資格候選人名單，將在日內公佈。參加選舉的7名「鳩

嗚團」成員，明目張膽宣揚「港獨」，發動仇視中央政府和內地人民的「鳩嗚」

行動，由於他們違憲違法的言行，即使簽署了選舉聲明，也應該被取消參選資格，向港人進行一次

直觀生動的憲法、基本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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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倡減差餉降稅
租津助基層等上樓

工聯會昨日向陳茂波提交題為
《善用盈餘、投資未來、扶貧

助弱、拉近距離》的建議書。工聯會
理事長吳秋北在會後表示，今年經濟
環境不俗，料特區政府的財政盈餘將
逾1,000億元，庫房充裕。因此，工
聯會建議政府善用盈餘及財政儲備，
改善市民生活質素，拉近貧富懸殊，
並推動本港產業多元發展。

增補貼加速取消對沖
改善勞工權益方面，特區政府早前
預算未來10年撥出79億元，以補貼
並支援僱主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安
排，工聯會建議加大有關預算至150
億元。吳秋北指，希望透過加大補貼
額，令取消強積金對沖能更快實施。
建議書亦提倡延長產假至14周，並預

留100億元設立產假基金，以應付延
長產假的補貼。
工聯會亦建議特區政府推出多項紓

困措施，包括公屋免租一個月；寬減全
年差餉，每戶每季上限2,000元；減薪
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75%，設上限兩
萬元；以及額外發放一個月綜援金、低
津、長生津、生果金和傷殘津貼。
住屋問題方面，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麥美娟表示，由於公屋輪候時間長，
現時不少基層市民要住在租金高昂的
劏房，租金佔大部分入息，故建議政
府「三管齊下」改善現況，包括為輪
候滿3年的合資格公屋輪候者提供每
月 1,880 元租金津貼、實施租務管
制，並徵收物業空置稅。她認為，雖
然相關措施或引起部分既得利益者的
反對，但政府應該有魄力。

設補償基金惠自僱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則提

到，近年工業意外頻生，惟現時僱
傭保險不包括自僱人士及自由工作
者等，故工聯會建議設立「中央職
業保險補償基金」，讓他們獲得基
本勞工保障。
長者福利方面，工聯會建議將長者

生活津貼計劃盡快擴展至廣東及福建
養老計劃下的港人長者，令現時逾兩
萬名長者受惠，並將生果金免審查門
檻降至65歲。
建議書又提到，特區政府應大幅增

加銀髮債券發行額，一方面推動本港
債券市場，一方面為退休長者提供穩
定投資回報，避免他們的養老積蓄被
通脹蠶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下周二是第十三屆
港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表示，由於行政會議中有不少選民，自己亦要擔任該
選舉的主席，而行會議程中並無緊急議程須於下周處
理，故下周二的行會會議將會取消，至新年假期後於
1月9日復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下午在禮賓府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
會面，歡迎王偉光來港出席中央政策組與社科院財
經戰略研究院合辦的「中國經濟運行與政策國際論
壇」。
該論壇昨日在港舉辦，為內地、海外和本港各界人

士提供平台，分析內地經濟的運行狀況和未來的政策
取向，以及香港的角色和機遇，吸引了300多人出
席。
在會面中，林鄭月娥指，社科院是內地哲學社會科

學研究的最高學術機構和綜合研究中心，與香港多所
大學和機構建立了緊密聯繫。
林鄭月娥表示，很高興社科院在香港的分支機構
─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今年6月在港註冊成立，期
望研究院匯集香港與內地學術及社會資源，在人文社
會科學領域開展各類研究及交流活動，促進兩地學術
界溝通和合作。

特區政府盼加強互動交流
她獲悉社科院也為中央政策扮演智庫功能，希望特

區政府日後在她倡議的實證為本制定公共政策過程
中，能與社科院加強互動和交流。

林鄭晤社科院院長王偉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
瑜）一堆爛生果之間要點
揀？揀唔落都可以食吓花生
先嘅。反對派在九龍西補選
推出所謂「初選」，3個
「參選人」姚松炎、民協馮
檢基同民主黨袁海文，昨日
就現身電台講補選。重回九
西「老巢」、自稱「贏波中
場」的馮檢基，被姚松炎批
評其中場「踢咗30年都冇
突破」，袁海文亦暗踩馮檢
基並非專業人士，馮檢基可
謂腹背受敵。
3人昨日接受商台節目訪

問，馮檢基一開始就被點
名，先回答若自己「死咗」
會支持哪一個人出選，雖然
他在回答時讚姚松炎有議會
經驗、袁海文有地區經驗，
但仍逃不過被兩人圍攻。

姚松炎當眾搬龍門
不過，主持人亦有質疑姚

松炎為何不選功能界別，姚

松炎一度稱「泛民會議」評
估過後，擔心會輸掉九西和
「其他」議席，故有此策略
轉變。不過被問到是否即是
放棄建築、測量、都市規劃
及園境界時，姚松炎又改口
稱該界別很有勝算，可謂龍
門任佢擺。
姚松炎更在訪問中多次

「口輕輕」發表言論，例如
認為可以用名單形式參加單
議席的補選。不過，馮檢基
則指根據過往經驗，有多少
個議席就可以填多少個名，
故今次應該無名單一事。
另外，姚松炎又自稱「得

到整個反對派陣營支持」，
似乎未有理會早前「青年新
政」梁頌恆對他的質疑。
訪問中猶如配角的袁海

文，則被問及為何他在全港
層面「冇人識」，袁自稱在
美容業界很有知名度，隨即
被主持反問︰「即係女仔好
認得你？」

反對派議員同團體又企
圖喺立法會外「吹雞」施
壓，點知示威變示弱，得

嗰50人左右，班傳統反對派仲大玩「快樂抗
爭」，即刻就俾激進派狂鬧。其中，公民黨黨魁
戇橋（楊岳橋）噚日唔使3個鐘就拍完剪好自己
紮營嘅片，仲配上輕快音樂，攞住啲支架揈揈吓
好開心咁。唔少網民就批評，呢班傳統反對派正
一「政壇小丑」，今日仲好意思食「剪布饅
頭」，令到成件事「膠化」（變得白癡），搞到
越嚟越少人「抗爭」。

立會外紮營放片呃Like
呢頭就講到修改議事規則幾咁「傷天害理」，
嗰頭行出議會嘅「抗爭手法」就係開心紮營，難
怪戇橋俾人鬧到反艇。中文大學講師劉正就喺佢
個facebook專頁「無神論者的巴別塔」，狠批戇
橋係「政壇小丑」，「唔係唔比（畀）你『快樂
抗爭』，但自己扎（紮）個營同反對修改議事規
則有乜×嘢關係？除咗呃Like對件事有咩幫助？
即係可能呢條小丑都知抗爭去到尾聲，唔消費埋
佢就無得再消費架（㗎）啦，梗係玩盡啲拍埋片

嘻嘻哈哈呃埋最後一輪Like啦！」
佢仲話：「真係唔好再問點解無人
去立法會留守支持你，因為就係你將
件事搞××哂（晒）：『剪布饅
頭』，就係咁食，×你其實（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可唔可以快手啲剪布，
等呢班欺世盜名政棍呃少香港人幾
日？」
本名黃覺岸嘅反對派評論員「岸

伯」王岸然亦有同感，噚日就喺fb上
載咗張2014年反新界東北示威者衝擊
立法會同前日反修改議事規則立法會
外集會的對比圖，聲稱：「2014年6
月14日，千名年輕人衝；今時今日的
抗爭……」

昔日出賣支持者今報應
網民「史健仁」就分享「岸伯」張圖，乘機同
傳統反對派算賬話，之前「滿腔熱誠」去「抗
爭」嘅人，3年幾嚟一直俾佢哋「割席」，仲要係
光速嗰隻，家大家已經冇晒信任，所以先會得
返呢班傳統反對派喺到示弱，「『泛民主派』當

日為展示自己清高嘅道德身段，與建制及政府一
同對付抗爭者，到今日你需要抗爭時，抗爭者就
用返當日清高嘅道德身段對付返你。」
「Gary Law」就摩擦力強勁咁發現相中亮點話：

「毛ET（毛孟靜）枝（支）咪真係神來之筆，擺明
做Show。」「Sam Wong」亦話：「關愛抗爭，
『泛民』強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示威變示弱 原來戇橋做「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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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會無要事 下周二暫停

派糖建議
紓困措施

■公屋免租一個月

■額外發放一個月綜援金、低津、長
生津、生果金及傷殘津貼

■寬減全年差餉，每戶每季上限
2,000元

■寬減薪俸稅及個人入息稅75%，設
上限兩萬元

■為輪候3年合資格公屋輪候者提供
每月1,880元租金津貼

敬老養老

■擴展長者生活津貼至居於廣東和福
建的港人長者

■生果金免審查降至65歲

■60歲至64歲長者半價乘車優惠

■大幅增加銀髮債券發行額，申請年
齡限制降至55歲

改善待遇

■預留100億元設立產假基金

■預留150億元作取消強積金對沖補
貼

■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

資料來源︰工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在禮賓府與王偉光會面。

■楊岳橋攞住啲支架揈揈吓表現得好開心，被網民狠批。
楊岳橋fb視頻截圖

■工聯會昨就財政預算案向陳茂波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提出寬減全年差餉、薪俸
稅、個人入息稅，及為輪候公屋者提供租金津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