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參選人簽署聲明，不是形式
上的要求，而是實質要求，
參選人必須真誠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

■ 根據人大釋法，基本法第一百
零四條有關宣誓的規定是憲制
上的要求，同時適用於立法會
參選人

■ 選舉主任獲得法律授權，去審
視參選人的其他資料，包括政
黨背景，以判斷參選人是否真
誠簽署聲明

■ 選舉主任有權要求參選人提供
「任何其他資料」及考慮參選
人的回應，決定參選人的提名
是否有效

■ 陳浩天及「香港民族黨」多次
公開宣稱要推動「港獨」、廢
除基本法，明顯與聲明有牴觸

■ 選舉主任曾給予機會陳浩天解
釋，但他拒絕，並非沒有合理
回應的機會

■ 選舉主任根據手上資料，取消
陳浩天的參選資格是正確的

資料來源︰判決書內容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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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特區政
府昨日發表聲明，歡迎原訟法庭的裁
決。特區政府強調，「港獨」不符合
香港特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
位，亦與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
政策相牴觸。特區政府支持選舉主任
在未來的公共選舉中，繼續按相關法
例和所有相關資料，就參選人的提名
是否有效作出決定，令選舉能在符合
基本法和其他適用法律的情況下公

開、誠實、公平地進行。
特區政府指出，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
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特區政府一
直尊重及維護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權
利，包括上述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與此
同時，特區政府有責任執行和維護基本
法，以及確保所有選舉均在符合基本法
和相關選舉法律下進行。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四十(1) (b) (i)

條，參選人的提名表格須載有或附有一
項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
港特區的聲明，否則不得獲有效提名為
某選區或選舉界別選舉的候選人。
是次裁決確認選舉主任可根據《立

法會條例》，在立法會選舉中就參選
人於提名表格內示明擁護基本法及保
證效忠香港特區的聲明是否真誠，決
定有關提名是否有效，特區政府對此
表示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昨日被高等法院
駁回選舉呈請後，隨即發表聲明，揚言
法治「無法得到彰顯」、「法院不再捍
衛法治」云云。多名立法會議員均表
示，「港獨」在任何情況下亦不容許，
是次法庭判決清晰講明選舉主任有權審
視參選人是否真誠擁護香港基本法，批
評陳浩天「輸打贏要」，侮辱本港的司
法獨立，質疑其言論是藐視法庭，希望
有關部門介入調查。
「香港民族黨」昨日發表聲明，聲言
「膺於中國人治主權的香港法院，已不再
是文明法治的捍衛者」，又稱「在中國殖
民主權下，法治不會有真正得到彰顯的一
天。」聲明續稱，過去一連串的判案中，
香港法院早已清楚表明擁護中國主權下的
法律，放棄文明社會的法治云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法治是

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港人仍然相信司法獨
立。即使對法庭的判決有不滿，亦應以正
常的渠道理性表達，而非「發爛渣」和開
罵，「咁樣完全違反作為香港人的素養要
求。」

何俊賢：「發爛渣」作政治宣傳
他指出，選舉主任的決定有法律依據，
認為陳浩天早得悉沒有勝算，只是以此作
政治宣傳。
他強調，「港獨」在任何情況下亦不容

許，擁護基本法亦是基本要求。他認為，
議員在任期內如果作出違反基本法的行
為，特區政府應有機制取消他們的資格。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表示，法庭的

裁決清晰指出選舉主任有權力去判斷，參
選人是否真誠擁護香港基本法。他指，若
有參選人不能夠令選舉主任信納他真誠擁
護基本法，選舉主任有理據取消其參選資

格。他相信，是次裁決能給予公眾清晰指
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香港

民族黨」的聲明是輸打贏要，只因為他們
對於法院判決不滿，便批評香港的法治及
法官所作的決定。她斥責，抹黑言論會對
香港的司法制度構成影響，「唔開心得嚟
講說話亦應有道理。」她續指，早前亦有
市民因批評法院裁決的言論被控，希望執
法單位一視同仁，調查該聲明是否涉及藐
視法庭。

邵家輝：尊重判決是最基本的
她強調，參與香港特區的選舉理應遵守
法律規定，包括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港獨」分子利用不同的藉口狡辯以
參選並不可取。選舉主任的決定有法律依
據，現時法院亦已作出清晰決定，希望各
方尊重決定，「港獨」分子不要再企圖濫

用有關程序繼續播「獨」。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參選權

亦要按法律行事，早前不少人質疑選舉主
任沒有權力否定參選人的提名資格的有效
性，是次法庭判決已清楚說明選舉主任的
權力，而立法會選舉參選人亦必須符合基
本法，「今次法庭再講多次佢聽，希望佢
唔好再胡說八道。」
他續指，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基石，尊
重法庭判決是最基本的事，即使反對派政
黨亦會尊重法庭。他形容「港獨」分子為
另類人士，其主張亦「不得人心」，籲他
們不要再侮辱香港的司法制度。
同為新界西立法會議員、「實政圓桌」

田北辰表示，是次法庭的判決有深遠意
義，選舉主任有權判斷參選人是否擁護基
本法。他不同意選舉主任會隨便取消參選
人資格，認為選舉主任會以基本法的基本
方針為門檻。

政界：「民族黨」聲明輸打贏要

港府：裁決確認選舉主任審查權

是次陳浩天根據《立法會條例》第六
十一條提出呈請，認為2016年的

立法會新界西地區選舉有具關鍵性的欠
妥之處。他質疑，選舉主任無權去裁定
他的提名無效、不應審視並考慮「不相
關」的資料、無權因為他不簽署確認書
而要求他回答問題，質疑選舉主任沒有
給予他公平回應的機會，及損害了其參
選權。

104條釋法適用於參選人
法庭昨日頒下判詞，駁回陳浩天的選
舉呈請。法官區慶祥在判詞中指出，參
選人簽署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不是形式
上的要求，而是實質要求。根據有關法
例的立法目的，區慶祥引述相關歷史文
件，指出早於1990年4月4日，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已指出，參選立法會議員須

擁護基本法、願意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其後不同歷史文件都
指出，這是候選人必須符合的條件，強
調聲明是實質性的，簽署人須真誠地擁
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
區慶祥進一步引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指出有關
宣誓的規定是憲制上的要求，同時適用
於立法會參選人。
至於選舉主任的權力問題，區慶祥指

出，選舉主任獲法律授權，有實際權力
客觀判斷參選人是否效忠特區，及考慮
法定聲明以外的資料，包括政黨背景
等。根據《選管會（立法會）規例》，
選舉主任更可要求候選人提交「任何其
他資料」。
雖然區慶祥認同新增的確認書不是法

定要求，但這不是妨礙選舉主任再要求
參選人提供資料的原因，而不簽確認書

更可成為選舉主任的考慮之一。

推動「港獨」拒絕解釋
判詞亦指出，陳浩天及「香港民族

黨」多次公開宣稱要推動「港獨」、廢
除基本法，明顯與聲明、基本法及「一
國兩制」的原則有牴觸，而選舉主任曾
給予機會陳浩天解釋，只是陳浩天拒
絕，而非沒有合理回應的機會。因此，
法庭認為選舉主任根據手上資料，取消
陳浩天的參選資格是正確的。
對於陳浩天一方提出的參選權、言論

自由及因政見而受打壓等說法，區慶祥
認為，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擁護
基本法是參選的先決條件。而考慮歐洲
人權法庭案例及本地案例後，法庭亦裁
定維護憲制秩序原則、保障特區作為中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對參選權及言
論自由的合理限制。

陳浩天反 被駁回
高院：選舉主任有權審視聲明是否真誠

DQ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

瑜）「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

浩天因鼓吹「港獨」，於

2016年報名參加立法會新

界西選舉時，被選舉主任

裁定提名資格無效。陳浩

天其後提出選舉呈請，聲

稱自己簽署了聲明就應該

符合參選要求，質疑選舉

主任的權力。高等法院昨

日頒下判詞，指出聲明不

只是形式上要求，更是實

質上的要求，參選人必須

真誠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並指出選舉主任獲

得法律授權，去審視資料

裁定參選人的提名是否有

效。法院並指示，陳浩天

及其「香港民族黨」多次

鼓吹「港獨」，明顯與聲

明有牴觸，裁定選舉主任

的判決正確，駁回陳浩天

的選舉呈請。

■■ 陳浩天在選舉呈請被裁定陳浩天在選舉呈請被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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