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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參選退選 兩粒鐘「玩袁」
網民轟反對派操控選舉 恥笑民主黨醜到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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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
港眾志」常委周庭因該黨主張「自決
公投」，並將「港獨」列為選項，日
前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反對派
聲稱這是剝奪政治權利。行政會議成
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日指出，
「眾志」主席羅冠聰曾作出瀆誓行
為，而法庭已裁定他未有擁護基本
法和效忠香港特區，選舉主任要
「揸正嚟做」，不足為奇。如果選
舉主任不論一個人的黨綱如何，都
讓他參選，這才是政治凌駕法律。

瀆誓後「揸正嚟做」合理合憲
湯家驊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不覺得選舉主任的決定荒謬，認為
選舉主任是根據事實，「事實上法
例規定的是高標準，不是說不宣揚
『港獨』就可，而是正面地要擁護
基本法……自回歸以來，這條線就
是這麼高。如果你說基本法可以不
要就不要，全民決定『港獨』就

『港獨』，這是不符基本法的標
準。」
至於反對派認為「自決派」此前能

入閘，現時卻不能，是選舉主任「搬
龍門」，湯家驊直言「把尺不是事情
毫無改變下而揸緊咗」，而是2016年
立法會就職時，有人藉宣誓宣
「獨」，「玩火俾火燒到」，之後法
庭有判決，更去到終審法院的層面，
於朗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字時
變調的羅冠聰，亦被裁定未有擁護基
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法律上已相當
清楚，令人對其政黨有更深入的看法
亦不足為奇，「在此情況下，選舉主
任認為要『揸正嚟做』，你不能批評
她不合理、不合憲。」
湯家驊認為，現時大家都應退一

步想想，修補政治對立、社會撕
裂，要雙方努力，如果有人不斷測
試或超越底線，可能會有代價，這
就是今日的情況，「我自己不希望
看到有人因為政治理念而不能參

選，但香港是特別的地方，行『一
國兩制』，如果你不斷挑戰基本
法，會引起政治上的反彈，這是必
然的事。」
他又以違例泊車作比喻，指出當違

泊到阻塞交通時，執法人員就會即時
抄牌，「現時的情況就接近這樣。」
他並指出，若因為對方是「眾志」黨
員，故不論他們黨綱如何，都要讓他
參選，這才是政治凌駕法律。
被問及「眾志」黨綱有何問題，

湯家驊指出，該黨綱寫道「『天朝
中共』和資本霸權肆意打壓，市民
苦不堪言，自主自立遙不可及」，
「『中共打壓』即不接受北京在港
行使主權，而要自己在港行使主
權，如果有人將它解讀為這樣，你
不能怪他有這樣的看法。」
他強調，有關看法並非「捉字
蝨」，而是要看整套政治理念，再去
看基本法，並指出「眾志」亦知道其
黨綱有問題，故現時的版本亦作出了

不少改變。

參選美總統亦要擁護美憲法
至於有關決定是否打壓了人權，湯

家驊釐清，人權與公民權利不同，前
者是只要是人就可享有，後者則要放
在憲制、國家框架才有的，「如果你
不承認國家，就無理由認為自己可以
行使公民權利，這道理顯然易見，亦
受到國際人權法庭多次確認。」他又
說，即使是參選美國總統，亦要擁護
美國憲法，故擁護基本法亦是合理要
求。
湯家驊又指出，全世界選舉主任都

要決定報名有無效，香港特區的選舉
主任亦只是盡忠職守去行使權力。他
並不認為有關決定會限制言論自由，
因為這只對參與政治的人有影響，
「如果你入到立法會，推動不遵守基
本法，這可能就有問題」，而在參選
的一刻，參選人就要為自己的政治立
場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香港眾
志」常委周庭被DQ，
反對派昨日隨即在立法
會中將矛頭指向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質問她為
何不能講「民主自
決」，又追問鄭若驊對
DQ周庭的個人意見。
鄭若驊昨回應指，選舉
主任是按事實證據和相
關法例辦事，而全國人
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釋法已指出，擁護
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除了
規範議員宣誓，也是參選或出任議員的法定要求和條
件。DQ決定是由選舉主任作出，若選舉主任有疑
問，亦可向律政司查詢，律政司會給予法律意見。
反對派昨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

議，連番就DQ事件質問鄭若驊，包括質問為何不能
講「民主自決」、「眾志」這個組織是否違憲，以及
質疑DQ不是選舉主任一個人的決定云云。

第一百零四條列明要求
鄭若驊回應時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條的解釋，已說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要求，除了規範議員宣誓，
也是參選或出任議員的法定條件。早前的法庭判例亦
表明，參選人必須真心誠意作出有效宣誓，擁護基本
法，周庭是次被DQ，與她不符上述要求有關。至於
有關組織是否違憲，並非選舉主任的考慮。
她續說，參選人提名是否有效，是選舉主任的決

定，不是她或特首林鄭月娥的決定。在作出決定的過程中，選
舉主任會依據基本法和相關法例處理。假如選舉主任有疑問，
可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見。反對派連番追問鄭若驊有沒有在
DQ一事上給予意見，她坦言在過程中有份參與，但強調這是
律政司整體的法律意見，而最終決定亦是選舉主任作出。
多名反對派議員隨即迫令鄭若驊提交給予選舉主任法律意見

的詳情，鄭若驊則指，給予選舉主任的法律意見屬保密，不能
向公眾披露，還提到反對派當中有不少大律師，應該清楚有關
的保密要求。
反對派議員又在昨日的會議上提出「律政司給予選舉主任錯

誤法律意見」的不信任動議，但以7票贊成、10票反對，動議
被否決。

立 法 會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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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龍西選區繼所謂的「初選」演變成
內訌之後，在正式報名階段再上演一幕
「又嫁又唔嫁」的鬧劇。事緣本來贏得
「初選」的姚松炎「身有屎」，很大機
會 被 DQ， 於 是 反 對 派 決 定 改 由
「PLAN C」袁海文頂上，並於昨天遞
交報名表格。結果姚松炎鹹魚翻生，袁
海文交表後不足兩小時又火速退選，玩
死自己，且浪費公共資源。更令人噁心
的是，此舉了暴露反對派根本不尊重選
舉制度和選民，口頭叫捍衛民主，實際
都是計算政治利益。

反對派口口聲聲尊重制度、尊重民
意，但其實他們所謂的民主原則原來
很 兒 戲 ， 可 以 「 被 欽 點 」 、 「 被
退」、即使報了名也可以退選。袁海
文本來只是「Plan C」，即使姚松炎被
DQ，也應該由「Plan B」馮檢基頂
上。但在反對派操弄之下，馮檢基被
勸退，這才有了袁海文的戲份。

以為有得做主角的袁海文，口裡說
不，聲稱繼續支持姚松炎，身體卻很誠
實，昨天下午5點才截止報名，袁海文
下午兩點半就急不及待交表。結果姚松
炎敗部復活，袁海文惟有死死地提交退
選申請，主角夢還未發完就幻滅，臉上
難掩失望神情。姚松炎得了便宜還賣

乖，聲稱獲確認參選資格不值得開心，
批評政府破壞選舉公義云云。

損選舉公義 不尊重民主
反對派才是真正在破壞選舉公義，

他們搞的所謂「初選」不倫不類，本
身就不符合民主原則與選舉制度。事
後又不尊重自己定下的「初選」規
則，以勝算不高為由DQ馮檢基。最後
在報名階段又出彈弓手，累到袁海文
枉做醜人。

反對派為了一個立法會議席，無所
不用其極，不尊重民主制度、不遵守
選 舉 機 制 ， 還 好 意 思 自 稱 「 民 主
派」。 ■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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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對選舉還有絲毫尊重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報名
參加港島區補選的「香港眾志」常委周
庭，因「民主自決」參選綱領抵觸「一
國兩制」，上周六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
資格。有「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郭卓
堅，昨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
求法庭判決港島地方選區選舉主任鄧如
欣行政失當及違反就職宣誓。
入稟狀指，鄧如欣於2016年立法會選
舉批准同一政黨「香港眾志」羅冠聰參
選，但今次卻不批准周庭參選，是行政

失當。倘若起初容許羅冠聰參選是合法
的話，今次拒絕周庭參選則屬行政失
當；又假如鄧於2016年的決定是錯誤，
那麼鄧就沒有維護基本法，法庭可裁定
鄧違反其就職宣誓。
郭卓堅在入稟狀指，「香港眾志」的

理念是「繼承毛澤東的開國理念」，
「毛主席要求人民喊『中華（國）人民
站起來，要民主專攻（政），民主自
決』，『香港眾志』喊出『民主自決』
有什麼錯、犯什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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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不擁護基本法 無資格補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眾志」常委周庭被
DQ一事，反對派藉此聲言政治
權利被打壓，全國人大常委范
徐麗泰近日接受報章訪問時表
示，「自決」與「港獨」性質
相似，而「眾志」所推動的
「公投」亦是香港不容許、不
可行的，即使參選人簽署選舉
確認書，聲明擁護香港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區，但如果他們

一直以來的言行有所違背，選
舉主任有權決定提名無效。
范徐麗泰直言，很多人都會

聲稱自己沒有搞「港獨」，但
進入了立法會就會用一些言行
去推動。她認為，參選人的提
名有無效，應由選舉主任按法
例及該人過往的言行與確認書
有無出入去考慮決定，外界不
應「指手畫腳」，「教人做嘢
就無必要。」

范太：「自決」類似「港獨」

■鄭若驊指出，選舉主任是
依法DQ周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市民點睇「中箭（香港
眾志）」周庭被 DQ？
「經濟通×晴報」昨日就

聯合舉辦網上調查，詢問網民「『香港眾志』
周庭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立法會補選資格，你
認為合理嗎？」截至昨晚約11時半，共有逾
1,400人參與投票，82%人都認為合理（見
圖），只有18%人認為不合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八成網民：DQ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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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喎，自由意志喎，係反對派氹吓大家講
嘅啫，都無講過佢哋會付諸實行。Plan C

袁噚日下午兩點半去報名，搞完一輪手續都成三
點幾，點知蟲炎一句話4點14分得悉有得入閘，
就搞到佢要即刻搞返退選手續，前後唔夠兩粒
鐘，「榮登」史上最短命參選人，仲要係斷鐘計
嗰隻！

批「公就我贏 字就你輸」
網民「Yeung Kam Tim」鬧爆反對派今次堅
係操控選舉，而成日話人操控嘅佢哋，簡直係賊
喊捉賊，「Edith Ho」就翻舊賬話反對派上次
2016年立法會選舉玩「棄選」，今次仲玩退
選，「香港的選舉畀（俾）『犯民』玩晒， 公
就我贏，字就你輸！」「Kam Ng」直情叫
「ICAC要查啦！」
亦都有花生友恥笑反對派爭啲連胎鈴都甩埋。
「Kee Cyk」形容：「 一號唔得，二號你上！
呀！一號迴光返照，有希望！二號，你退返落
嚟……」「KC Kwok」就寸反對派醜態百出，
「呢頭參選，嗰頭又退選，都好，搞到佢裙拉
褲甩。」

激進派網民「史健仁」亦以「玩到你謝」喺
facebook度出文，揶揄民主黨「堂堂香港反對陣
營第一大黨要臨急臨忘（忙）推袁海文去報名，
然後十幾廿分鐘後退選，臭（醜）到爆啦。」

「為咗食屎可以去到咁盡」
對於有人仲覺得今次姚松炎「戰勝威權」，佢

就好似見到一大班網民俾人賣咗豬仔仲幫人數錢
咁︰「姚松炎有得入閘就好開心，就階段性勝
利？你仲以為呢班人最想爭取嘅，就係什麼『真
普選』，或對當權者百倍奉還？咪天真啦，黃絲
陣營為一個議席狗咬狗骨，打生打死，追求嘅
嘢，其實只不過係渴望當權者放過自己一馬，放
自己入閘，唔好斷自己財路。」
「益友」「陳永仁」就話，講到尾都係反對派

場「初選」整死自己，愚不可及。「Ken LI」
就寸反對派「為咗食屎可以去到咁盡，抵啲掌聲
佢哋自己畀自己，我就畀笑聲笑×佢哋以示支持
啦！」
話時話，Plan C 袁報過名，之後都要交選舉

開支申報畀選舉事務處，大家睇實佢有無交
呀！

「我彈出彈入，打我吖笨！」吳啟華喺《九品芝麻

官》入面可能仲講得有啲招積，但民主黨Plan C 袁（袁

海文）噚日就真係對呢句嘢整咗個好肉酸嘅演繹︰先係

驚死舔唔切蟲炎（姚松炎）隨時入唔到閘嘅空缺，仆去

報名參選九龍西；但冇耐蟲炎宣佈過到骨，令Plan C袁呢個參選美夢唔夠兩個

鐘就「玩袁」。做得Plan C，可能佢都預咗嘅，但有網民就批評反對派操控選

舉，應該搵老廉去查。亦有網民恥笑，民主黨作為香港反對陣營第一大黨，臨

急臨忙參選然後匆匆退選，真係醜到爆，「姚松炎有得入閘就好開心，就階段

性勝利？你仲以為呢班人最想爭取嘅，就係什麼『真普選』，或對當權者百倍

奉還？咪天真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姚松炎（左）入閘參選，搞到Plan C袁「又選又唔選」。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