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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中文大學學生會所謂屬
會「香港『獨立』研究學
會」近日公開招募幹事，並
宣稱成立學會的目的是提供
學生在校園「討論，甚至宣
揚『港獨』」，更聲稱談論
「港獨」是「自由」並不違
法，事件惹起外界高度關
注。中大昨日正式發表聲
明，重申大學堅決反對「港
獨」，而基本法已訂明香港
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任何煽
動或鼓吹「港獨」的言行，
皆違反基本法。
中大在聲明中強調，大學
會一如既往，致力維護言論
自由及學術自主，而同時大
學有責任確保校園是理性探
究學問的環境，而非政治角
力的場所，大學會積極就校
內學生團體的活動與同學保
持雙向溝通，發揮教育者的
角色。
去年9月開學之初，本港
多 間 大 專 院 校 出 現 宣
「獨」歪風，中大是其中
的重災區。在學生會包庇
及煽動下，校內違規違法
違憲的播「獨」標語在校
內懸掛多天。其後十所大
學的校長發表聯合聲明，
譴責這種濫用言論自由的
行為，並強調不支持「港
獨」。
一輪沉寂後，facebook專
頁「CUHK Secrets」近日
出現「香港『獨立』研究學
會」招募幹事的帖文，宣稱

已於今年成立所謂學會，又揚言其目
的是「守護同學之言論自由」，及
「長遠希望建立同學的香港人身份認
同。」該會向同學索要40元會費。

盼所有活動尊重基本法
該帖獲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周竪峰、
校友陳澤滔等「港獨」分子「加
持」，其「港獨」會章獲學生會代表
會通過。中大校方當時表示，會向學
生會了解詳情，希望所有和中大有關
的活動在尊重基本法的原則下進行。

學
生
會
搞
「
獨
研
」
中
大
：
堅
決
反
「
獨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
會就審計報告發表補充報告書，批評稅務局確定慈善
機構的活動或開支是否與其宗旨相符方面，存在不足
之處及局限，包括無權決定某機構是否屬慈善機構、
推翻機構的免稅地位以及要求退還開支，有慈善機構
違反規管文書中的董事薪酬條款，沒有退還獲支付薪
酬，免稅地位亦不受影響。帳委會對此表示極度關注
和不滿，促請政府回應法改會慈善組織報告建議，同
時探討提高慈善機構的透明度及問責性的行政措施。
帳委會指出，現時本港慈善機構可根據《稅務條

例》獲確認免稅地位，此類機構數目由2006年約
4,400間增至2016年近9,000間，2014-2015課稅年度
獲准扣稅慈善捐款多達118億4,000萬元，少收的稅款
超過15億元。《稅務條例》沒有為「慈善機構」或
「慈善目的」提供法定定義，而是由法庭按個別情況
參照普通法決定。

稅局監察慈善活動開支不足
帳委會報告指，稅務局在確定慈善機構的活動或開

支是否與其宗旨相符方面，存在不足之處及局限。報
告指，稅務局就覆查個案延遲採取跟進行動，其中一
宗個案花超過5年跟進，其間未有採取行動長達9個月
至16個月。
同時，4間慈善機構違反規管文書中的董事薪酬條

款，部分沒有退還獲支付薪酬，或只退還部分，但它
們的免稅地位均不受影響；有慈善機構開支並非用於
貫徹其慈善宗旨，免稅地位亦不受影響。
報告指，稅務局局長無權單憑慈善機構不遵從任何法

定或非法定責任，推翻該機構的免稅地位，無權決定某

機構是否屬慈善機構，亦無權要求慈善機構退還全部或
部分並非用於貫徹其慈善宗旨的任何開支項目。
帳委會對稅務局未有積極主動檢視上述局限，表示

極度關注和不滿，並認為不可接受。

民政局4年後仍協調進度慢
帳委會指出，法改會2011年作公眾諮詢後，2013年
12月發表有關慈善機構的報告書，提出多項建議，包
括關於慈善機構的定義、註冊、管治、賬目及報告、
稅務及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等，但民政局在報告書發
表後超過4年，仍在協調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所作的評
論，進度緩慢。
帳委會強烈促請民政局加快諮詢工作，同時探討提

高慈善機構的透明度及問責性的行政措施。

地署私人協約批地涉失職
報告又指，地政總署在監察以私人協約方式，免地

價或按優惠地價批出的土地上，透過宿舍或服務式住
宅賺取收入的用途和運用方面，有失職之嫌，帳委會
表示極度關注，並認為不可接受，即使署方於2014年
發出規程，劃分署方與政策局和部門間的職責，但執
行契約條款及監察角色上仍有灰色地帶，促請署方檢
討。
報告還指，華人廟宇委員會規管華人廟宇有不足，

包括容許兩間機構自2006年和2007年起，在沒有委
託協議下管理兩間廟宇，相關機構保留及使用所得捐
款和其他收入，而毋須向華人廟宇委員會交代。帳委
會對此感到極度關注和不滿，亦認為不可接受，質疑
做法令該兩間機構削弱華人廟宇委員會的問責程度。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報告指出，區議
員、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成員申報
利益有不當和不足，帳委會深表不滿，認為
不可接受。報告又指出，區議會在分配和使
用供推行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上，有10個區
議會把指定作藝術文化活動用途的撥款用於
其他活動，涉及金額合共為680萬元，促請民
政總署提醒區議會，指定用途的撥款不應轉
作其他非藝術文化活動的用途。
在2015-2016年度至2019-2020年度，政府總

共撥款3.6億元予區議會，在各區推行社區參與
計劃，自2017-2018年度起，每年撥款額更會增
加1億元。

處理社區參與計劃做法不一
帳委會報告指出，不同區議會在處理社區參與

計劃時做法不一致和有所不同，對此表示極度關
注，認為社區參與計劃涉及公帑，區議會考慮及
通過計劃時，必須確保符合透明度及問責原則，
促請民政事務總署改善情況。

帳委會又指，民政總署沒有為區議會秘書處擬
備詳細的指引，以確保所有區議會的社區參與計
劃分類一致。而在分配和使用供推行社區參與計
劃的區議會撥款上，有10個區議會把指定作藝術
文化活動用途的撥款用於其他活動，所涉款項由
22萬元至109萬元不等，金額合共為680萬元。
帳委會促請民政總署，提醒區議會指定作藝術

文化活動用途的撥款不應轉作其他非藝術文化活
動的用途，並在諮詢區議會後擬備詳細指引，以
協助各區議會秘書處把社區參與計劃歸類。

促民政總署加強管理
另外，帳委會亦對區議員、區議會轄下委員會

及工作小組成員申報利益有不當情況及不足之處
深表不滿，包括區議員沒有申報利益，主席沒有
作出裁決，或沒有把裁決記錄在案等。帳委會促
請民政事務總署加強管理涉及利益衝突事宜，包
括提醒區議員適當申報利益，各主席須裁決區議
員、委員會成員及工作小組成員的利益申報，並
載於會議記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帳委會批多部門欠監察慈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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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大學生如果
考試不達標，可以做什麼？除了努力溫習下
次再來外，原來還可以糾眾「佔領」老師的
辦公室，脅迫大學取消考試！因應推行已久
的普通話畢業要求，浸會大學學生會去年稱
「課程太難妨礙畢業」，校方後來遂增設普
通話測試，合格者便可豁免上課。惟結果出
爐後，只有約三成人獲豁免資格，學生會即
撒野稱是校方「刻意刁難逼人上堂」，更動
員往大學語文中心「佔領」，要求全面取消
普通話畢業要求。教育界慨嘆說，校方已提
供不同途徑予學生達到普通話要求，強調學
生也應為合格與否負上責任，而並非盲目強
求校方取消考核。

浸大本學年第一次豁免試最近公佈成績，
有學生疑不滿未能合格，在網上自組所謂
「苦主大聯盟」，浸大學生會更聯同校內學
生組織，就普通話畢業要求向負責豁免試的
語文中心發出聯署信，訴求包括「為取消普
通話畢業要求定下時間表」、「安排所有的
豁免試不合格的同學補考及公開豁免試的評
分」、「公開往後豁免試的評分準則」。
至昨日學生會再將行動升級，動員約10
多名學生到語文中心「佔領」辦公室抗議，
要求與大學高層對話。
浸大發言人回覆查詢指，是次普通話豁免

試有超過30%同學獲得豁免資格，加上以其
他途徑取得豁免者，本學年的總豁免率接近

40%，比以往每
年只得10%大幅
增加，說明浸大
生的普通話水平

正在不斷提高，而浸大實施普通話畢業要求
10年以來，只有少於5位同學純粹因未符普
通話畢業要求而需延遲畢業。
發言人續指，浸大一向重視學生的兩文三

語溝通能力，希望學生在學習、工作、文化
交流和社交的每一個方面受用，是故歷年來
都投放大量資源提高同學語文能力。
校方去年6月決定推出豁免試，讓學生多一
個途徑達至普通話畢業要求，而選擇不參與或
未能通過豁免試的學生，亦可以循其他豁免途
徑或完成普通話課程，滿足畢業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浸大既設有課

程讓學生修讀，亦有多種情況予學生豁免普
通話畢業要求，包括於中學會考普通話科取
得C級或以上、在考評局普通話水平測試合
格、在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取得三級甲
等或以上成績等。

張民炳嘆港生倒行逆施
對於有學生以「佔領」方式抗拒普通話評

核，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對此深

感可惜。張民炳表示，「學好普通話對於學
術、工作以至民間交流均有裨益，世界各地
人士都紛紛學習普通話，如今香港學生竟要
倒行逆施，豈不可惜。」
他續表示，浸大目前已有提供多元途徑予

學生通過要求，認為已合乎情理，寄語學生
如面對成績未如理想，宜先檢視自己的學習
方法，「否則科科考唔好就要取消，只會沒
完沒了。」

浸大生普通話「肥佬」「佔」辦公室脅迫廢科

■浸大學生會「佔領」大學語文中心辦公
室，要求取消考試及撤換負責老師。

浸大學生會fb圖片

港大學生會選委會由現屆「獨」莊幹
事馮紀立任主席。該會在確認4名涉

事學生交表參選後半日，以表格英文字母
大小楷、簡稱及老屈參選者「逾時交表」
等荒謬理由，取消4人參選資格。其中兩
名受害學生前日舉行記者會，再踢爆他們
當日準時到場交表及獲職員發確認書時，
現屆「獨」莊會長黃政鍀亦在場見證。
在評議會討論4人的投訴時，馮紀立依

舊堅稱，決定不接受提名的主要原因包括
提名表格上的「資料錯誤」，又指4人未
有及時遞交提名表格。黃政鍀承認，4名學
生是在截止前已到場交表，但稱在職員核
對資料後已過時，又指當時職員發出收件
確認書，「並不代表確認其提名有效。」
曾多次發表撐「獨」言論的前任會長孫

曉嵐亦附和指，不論「錯誤」細微與否，
有「錯誤」的提名表格都屬無效，又反責
備DQ學生，指他們應自己承擔臨近最後
關頭才交表的風險。
會上，馮紀立自說自話聲稱DQ決定背

後，沒有任何「政治考慮」，然而，
「獨」莊「成功DQ異己」的消息，隨即
遭大批「獨」友轉發瘋傳，當中的「真
相」似乎呼之欲出。

DQ者被屈「有紅色背景」
「學生動源」專頁昨日凌晨一度參與轉

發有關DQ會議的消息，惟至昨日下午卻
遭刪除；屢次播「獨」的《學苑》前總編
輯袁源隆，也稱被DQ者「被指有紅色背
景，又是顧左右而言他」、「不談自己的
政治主張」，在在暗示DQ背後的政治原
因。
曾為於旺角暴動案被控多項罪名的

「獨」人梁天琦拍攝「洗白」紀錄片的前
校園電視幹事林子穎，則指「我哋啲老屎
忽每年返去講古仔紅色組織曾經如何成功
地滲入學生會」，暗示是次DQ正是「阻
止滲入」的政治操作。

拚命將DQ者扯上西環

反對派喉舌
《蘋果日報》
亦拚命希望將
被DQ的內閣
和西環扯上關
係，追問參選
人的「政治聯
繫」，又大字
標題稱「參選
人拒答政治背
景」，明顯向
「獨」莊選委
會 所 指 的
「DQ與政治
無關」摑了一
巴。
由於4位涉事學生各自以電郵向評議會

投訴，故評議會意向表態4項投訴，但均
遭「團結一心」排除異己的所謂評議員全
數駁回，其後馮紀立宣稱會盡快與選委會
成員討論「後續行動」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4名香港

大學學生參選新一屆學生會幹事選舉，卻遭

現屆「獨」莊無理DQ，甚至一度抹去4人

參選記錄，暗中「篩走」異己，涉事學生遂

作出投訴對抗所受不公待遇。港大學生會評

議會前晚召開第十二次常務會議，宣佈有關

投訴遭全票駁回，負責DQ的選委會主席馮

紀立聲稱決定背後沒有任何政治考慮，但相

關決議即時被各路「獨」友包括多名撐

「獨」老鬼、播「獨」組織「學生動源」等

奔走相告，更留言針對4名參選學生「不談

政治主張」。一向與學生會關係密切的《蘋

果日報》亦死咬指「參選人拒答政治背

景」，可謂「鬼拍後尾枕」，連「自己友」

也不相信DQ事件與政治無關。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宣佈
有關投訴遭全票駁回。
港大學生會學苑即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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