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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剔除少數人參選人代 增強港人憲法憲制意識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香港特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主席團第
二次會議昨日在香港舉行，主席團在 59 位提交報名表
的參選人士中，確認 49 人為正式候選人，有 10 人因各
種原因不符合參選資格而不能「入閘」。這是根據憲
法、基本法和人大代表選舉辦法的規定而依法作出的
決定， 也是在香港進行的一次具體生動的憲法及基本
法教育。少數人之所以被剔除，是由於有人沒有按照
報名程序簽署確認書；也有人雖然簽署，但其一貫的
言行違反了擁護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確認書內容。因
此，反對派郭家麒聲稱的所謂「篩選論」，是罔顧憲
制和法律的謬論。
由選舉會議主席團確認代表候選人名單，是人大代
表選舉的重要程序。主席團有責任和權力按照憲法、
基本法和選舉辦法的規定，充分發揚民主，嚴格依法
辦事，確保選出的代表是擁護憲法和基本法，擁護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愛國愛港、在香港具有代表性的人士。
選舉會議主席團按照選舉辦法的規定，對報名人士依
法進行必要的資格審查，從中確認符合條件的 49 位人
士正式成為候選人，正是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辦
事。
沒能「入閘」的郭家麒，把主席團的依法決定說成
是「篩選」，是毫無法律基礎和政治倫理依據的。世
界上任何選舉，都有資格審查和認定的程序，凡是不
符合法定資格的人士，必然不能參與該選舉。例如，
美國憲法規定 35 歲以下的公民沒有資格參選總統，而
參加競選前也必須至少在美國連續居住 14 年。香港的
各類選舉都對候選人也有其年齡和永久居民資格以及
居港年份等等要求；而參選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擁護
憲法及基本法自然是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所以，此
次人大選舉會議主席團對報名人士的資格審查，是進

行必要的法定程序，根本不是什麼「篩選」。
事實上，除 1 人不夠 10 個提名的基本門檻外，此次
不被確認為候選人的 9 人有兩類：一類是郭家麒，沒有
依照報名程序，簽署擁護憲法和基本法確認書，既要
報名參選全國人大代表，但又不按照程序要求確認擁
護憲法及基本法，自然不可能成為候選人；另一類是
「鳩嗚團」7 人和楊繼昌，雖然簽署了確認書，但過往
的公開場合言行，反映出他們明顯違反確認書內容，
其聲明顯然無效，因而也不能成為候選人。
眾所周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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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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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到中央駐港機構搞
事，發表支持「港獨」、反對國家的言論。很明顯，
這些有明顯激進「本土」及「港獨」言行的，雖然簽
署了確認書，但實際上根本不認同國家和憲法憲制，
又怎會認同人大制度，又怎麼有資格進入國家最高權
力機關呢？不把他們列入候選人名單，也是順理成章
的事情。
全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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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選舉工作，
本身就是一次具體生動的憲法和基本法推廣和普及教
育，它用具體的行動向香港社會說明：憲法和基本法
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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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否擁護憲法和基本法，並不是僅僅看其口頭
上如何說，更重要的是要看其一貫的實際行為。

2017年
2017
年 12
12月
月 14
14日
日（星期四
星期四）
）

利用民族傷痛拉布 喪失理智超越底線
昨日是南京大屠殺 80 周年紀念日。立法會
在處理修改議事規則之前，「人民力量」陳
志全提出休會辯論南京大屠殺 80 周年事件，
被主席梁君彥拒絕。陳志全等反對派為阻礙
修改議事規則，竟然利用國家民族的傷痛作
為拉布工具，罔顧包括 700 萬港人在內的 13
億中國人的感受，完全不符合作為香港特區
立法會議員的基本要求，亦欠奉作為中國人
最起碼的人格道德。反對派為拖延修改議事
規則，言行變本加厲，不斷逾越社會可容忍
的底線，暴露他們喪失理智，令市民更加反
感，一定會激起支持修改議事規則的更強大
民意。
南京大屠殺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傷痛記憶，
是中華民族永不能忘的苦難歷史，更是人類
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在南京大屠殺 80 周
年的紀念日，內地和香港都舉行隆重的公祭
儀式，深切緬懷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受害
者，緬懷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所有死難同
胞，緬懷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獻出生命
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更重要的意義，是
宣示中國人民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
平、開創未來的堅定決心。
紀念南京大屠殺是一件很嚴肅莊重的
事，具有銘記歷史、毋忘國恥、展望未來
的警醒作用，因此絕對不能允許利用這個
重大歷史紀念日進行任何動機不純的政治
操作。陳志全作為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
為阻礙修改議事規則絞盡腦汁，連紀念南
京大屠殺這麼嚴肅的議題也敢拿來當作拉
布的工具，假惺惺地要求在立法會大會上

討論，聲稱要「日本政府道歉」，要令「國
際社會更加關注這件事」。此前，陳志全從
未像昨日立法會上那麼「激憤」地譴責過日
本侵略者，也從未要求過日本政府道歉，更
從來未見過他參與過任何紀念抗戰的儀式，
忽然「民族大義上身」，陳志全居心何在，
昭然若揭。
陳志全要求討論紀念南京大屠殺其實毫無
誠意，只有低劣的政治計算，企圖把討論南
京大屠殺作為政爭工具，盡可能阻止修改議
事規則的進度，這是向國家民族的傷口灑
鹽，玷污了紀念南京大屠殺的神聖意義，對
國家歷史和人民極不尊重。
修改議事規則乃民心所向，大勢所趨，但
為了保住「拉布權」，「捍衛」濫用議事規
則的「特權」，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甘冒
天下之大不韙。早前出動趕走新聞界、公眾
人士的荒謬動議，如今又借討論南京大屠殺
做文章，只要可拉布，有阻修改議事規則的
一線可能，反對派都不放過，不惜突破一切
政治道德底線、冒犯國家和人民。他們的虛
偽自私，令人震驚。
香港經歷過被日本侵略者蹂躪的黑暗歲
月，港人對南京大屠殺的深重災難感同身
受，刻骨銘心。陳志全、反對派炒作南京大
屠殺事件，也是傷害港人的感情，與香港的
主流價值觀和民意背道而馳，勢必令港人越
來越討厭毫無底線的政客，越來越支持盡快
修改議事規則，堵塞反對派任意妄為、反中
亂港的漏洞，讓立法會和香港有規有矩，堅
守底線，早日重回正軌。

市民挺建制速改議規回正軌
鄭泳舜鄧家彪批反對派盲拉布 癱立會拖垮經濟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修改議事
規則，雖遇到反對派無理又藉口多多的休會辯論，但在場外有眾
多團體及市民親身支持建議派議員。民建聯副秘書長兼深水埗區
議員鄭泳舜批評，反對派拉布浪費納稅人公帑及時間，過去 4 年
改，讓議會「重回正軌」。新界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形容，拉
布已變為「情緒化、隨意化」，反對派議員「不喜歡就拉」，過
去數年有不少民生議案被拉垮，認為今次修改是合情、合理。
建聯約 60 名市民昨日到立法會
民示威區，聲援建制派議員審議議

事規則的修訂議案。他們拉起「支持
修改議事規則請願行動」及「剪走爛
布忍無可忍」的橫額，並舉起「反拉
布保民生」以及「反拉布剪到底」的
標語，其間不時高叫「修改議事規
則，議會重回正軌」的口號，支持場
內開會的建制派議員。
代表之一的鄭泳舜表示，拉布浪費公
帑及時間，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
兩檢」為例，「審議『一地兩檢』方案
要30個小時，但其實只有8小時進行討
論」，又指過去因拉布而導致項目超支，
要財委會額外多撥款24億元。
目前立法會仍有大量民生議案等待
討論，冀通過修改議事規則，讓議會
能恢復理性討論，重回正軌。

逾半港人反對拉布
他指出，早前的民意調查顯示逾半
港人反對拉布，正當議會內的建制派
議員努力爭取修改議事規則的同時，
民建聯會連同市民在場外共同努力，
如在各區擺設街站，與市民解釋修改
議事規則的理據。
鄧家彪也指，過去數年已有不少民
生議案，包括醫委會改革在內被拉

垮，並批評反對派議員「不喜歡就
拉」，認為是次修訂議事規則，如將
法定人數降至 20 人等的修改，都是合
情、合理、合法的。
被問到有反對派聲稱，「拉布能起
監察政府之效」，鄧家彪直斥對方
「自打嘴巴」，指反對派監察政府並
非透過發言，而是一味點人數，根本
不能起監察之用。
多名立法會議員，包括建制派「班
長」廖長江、民建聯主席李慧琼、鄉
議局主席劉業強、立法會財委會主席
陳健波、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
自由黨主席張宇人等到場接收請願
信，並與支持的市民握手。

李慧琼：堅持到底
李慧琼感謝市民支持，指建制派對
這場硬仗「會堅持到底」。陳健波則
指，修改議事規則是為香港市民的福
祉及未來去做，「會在議會內做我們
的工作。」
郭偉強則指，反對派議員為拖延立
法會進程「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利
用國家的傷痛南京大屠殺為由，提出
中止待續，濫用議事規則至極點，強
調建制派議員會「在所不辭」，加開
會議通過修改。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民建聯等發起請願，支持建制派提出修訂議事規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反對派食民之祿增民之憂
白欖」：「議會搞到
好混濁；要將泛民趕
出局」；「以為拉布
係上策，其實卑鄙好
賤格」。
李顯聲表示，反對
派議員除了每日在議
事廳吵吵嚷嚷外，更
做出損害香港經濟、
民生利益，如有議員
不經求證，就誣衊店
主屠宰狗隻賣肉；有
■「保健海流協進會」、「匯賢起動」到立會外 議員為「拉布」動用
聲援。右為梁美芬。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議 事 規 則 第 八 十 八
（1） 條 ， 動 議 新 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逾 界及公眾人士離場，損害新聞自由
20 名民間團體代表，昨日下午在立 及公眾知情權等。
他續說，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多
法會示威區聲援建制派議員，通過
修改議事規則。發言人李顯聲表 次衝擊保安員，未能以身作則，更
示，古有賢臣食君之祿，擔君之 向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起了知法犯法
憂；今有禍港反對派議員，食民之 的暴力行為作壞的示範，他們亦令
祿，增民之憂，令香港發展停滯不 多個有利民生議案受到影響，如拉
前。他強調，外國的議會規則亦時 布已令沙中線在內的工程項目超
有修改，認為應適時修改，配合社 支。
他形容，近日高鐵「一地兩檢」
會變遷。
審議過程，破壞的行為明顯較當年
團體聲援支持改議規
更甚，不顧港人意願，促請修改議
約 20 名「保健海流協進會」及 事規則，讓議會「撥亂反正」，制
「匯賢起動」成員，昨日下午在立 止無理拉布，讓公帑用得其所。
法會示威區集會，支持修改立法會
多名立法會議員到場接收請願
議事規則。他們舉起印有「拉布燃 信，包括立法會新界西議員何君
燒時間浪費公帑；從速修改規則救 堯、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及經民聯議
救民生」及「為反而反阻礙民生發 員梁美芬。
展；修改議事規則刻不容緩」的橫
葛珮帆表示，立法會讓反對派搞
額，並手持「授予利剪；剪布即 得一塌糊塗，為拉布不擇手段，建
剪」的標語。在場人士並即場「數 制派會堅持修改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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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勿再拉布阻發展

議會已浪費 450 個小時，即約 9,000 萬元公帑，促請盡快通過修

■建制派議員與在立法會外聲援的市民握手。

但他們就時常拉布，令政府未
能落實各項政策，近年議會更
經常流會，導致香港發展停滯
不前，讓鄰近地區如深圳等都
已經趕過香港。
黃先生：若有合理依據並不
反對拉布，惟現時拉布僅僅是
為了針對政府，不想政府正常
運作，令市民心生憤怒，不少
民生的基建工程也通過不到。
很希望修改議事規則後，能減
少流會的機會，並希望反對派
放棄拉布，如果真心為市民
好，還是有其他方法的。
劉小姐：身為土生土長的香
港人，看見本港多年的經濟發
展被拉垮，對拉布感到很反
感。反對派為拉而拉，目的在
於搞破壞，甚至連教育撥款也
要拉布，因拉布影響本港發展
沒有大進展，落後於新加坡及深圳，需
要通過修改議事規則來追趕發展。
關先生：以往曾支持反對派議員，但
有感現在他們為反而反。眼見周邊的地
區不斷進步，香港卻停滯不前感到傷心
難過，議會拉布狀況更了無止境，令不
少有利本港的建設亦無法順利通過。高
鐵「一地兩檢」得到很多港人認同，需
要與內地接軌，不少基建更因拉布而令
成本上漲、超支，本來不應是「大白
象」，也變成「大大白象」工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