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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諾軒涉辱國徽 法律界促警跟進
2018年2月25日（星期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鼓吹「自決」的立
法會補選港島區反對派候選人區諾軒，近日在一
個選舉論壇上被新民黨的候選人陳家珮揭發曾在
2016 年 11 月 2 日焚燒基本法，各界都批評他不符
合真心擁護基本法的參選條件。多名法律界人士
則直指，其行為違法更已涉嫌觸犯《國旗及國徽
條例》，促警方跟進事件。根據法例，在公開場
合焚燒國徽，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0,000 元及監
禁3年。
區諾軒於 2016 年 11 月在中聯辦門外焚燒基本
法，而在有關的照片中，區諾軒焚燒的基本法
「道具」的封面，清晰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徽。

馬恩國：應追究刑責
執業大律師、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
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區諾軒在焚

燒香港基本法道具時，該封面上明顯印有國徽，
情況與焚燒書籍時內含國徽不同。加上香港基本
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是國家的文件，國
徽則直接與香港基本法有關，故其行為可以依法
追究刑事責任。
他指出，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第七條，任
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方式侮辱國徽即屬犯罪，
而考慮區諾軒的行為時亦不需要犯罪意圖，不顧
一切、魯莽地焚燒基本法並包含國徽，亦可屬犯
罪。

黃國恩：焚燒舉動等同侮辱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指
出，根據目前所得的表面證據，已足以證明區諾
軒違法。雖然該道具只是香港基本法的複製本，
但封面上國徽清晰可見。因此，其焚燒舉動等同
侮辱，警方應該展開調查。現在，有關罪行的追

溯期或已過，反映律政司及警方對涉及國家的行
為敏感度不足，令相關法律形同虛設。

丁煌：表面證供成立
執業大律師、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丁煌
則表示，當時區諾軒的行為已有觸犯《國旗及國
徽條例》的所有元素，表面證供成立。
他認為，只要任何人以相關相片或短片報警，
警方應該隨即跟進事件。
他續說，雖然區所焚燒的只是香港基本法的
道具，屆時需要由法官作「事實裁定」，但亦
有相關案例可以運用。早前，立法會議員鄭松
泰倒插國旗和區旗，其抗辯理由聲稱並不符合
正規國旗的規格，但法官裁定已可令人認出是
國旗及區旗。他認為該案例可以運用於現時的
案件。
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第七條，任何人公開

■早前區諾軒於中聯辦外焚燒基本法。 資料圖片
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
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
款50,000元及監禁3年。
同區候選人還包括陳家珮、伍廸希、任亮憲。

蟲炎老屈抹黑 阿舜廉署舉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出



/4

舜，昨晚前往廉政公署總部，要求
廉署徹查其對手姚松炎（蟲炎） 於

選舉廣告及論壇中的虛假、誤導陳述。據了解，他針對的是
姚松炎聲稱他任職於由地產商資助的社企，是靠地產商「搵
錢」，及聲稱身為深水埗區議員的他，在深水埗區議會的缺
席率高，但事實是鄭泳舜的出席率幾近 100%。根據法例，
阻礙候選人當選而發佈虛假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度的陳述，
即屬在選舉中作出非法行為，最高可被監禁 3 年。

總部。
他表示，自己原希望各候選人
比較政綱及過往政績，讓選民選
出一個做實事的議員，但自己在
過去數天受到很多無理、具誤導
性攻擊及抹黑，包括對其人身及
出身的攻擊，認為這有機會違反
選舉條例，所以到廉署作出申
訴，希望選舉公平、公正。
據了解，鄭泳舜針對的是姚松炎
聲稱他任職於由地產商資助的社
企，是靠地產商「搵錢」，以及有
利於其政治生涯等指控。
姚松炎日前在facebook聲稱，鄭
泳舜受薪任職「家園基金有限公
司」副總幹事，而公司由「恒基
溫暖工程基金」全資成立，再由
「李兆基基金」全資贊助營運，
向基層平賣日用品，更聲言對方
身兼區議員及「家園」副總幹事
兩職，是「與地產商家拍住
上」，更有助建制派擴張勢力。
姚松炎在選舉論壇上，更聲言
鄭泳舜「搵錢靠四叔（恒地主席
李兆基）」。
鄭泳舜當時回應指，姚松炎混
淆視聽，明顯是為達政治利益的
選舉抹黑行為，並解釋自己在
「家園」擔任副總幹事是公開的
事，3 年來一直有向區議會申報，
參選立法會時也有申報。
據悉，鄭泳舜向廉署求助，也

與姚松炎聲稱他深水埗區議會的
缺席率高有關。姚松炎日前在選
舉論壇上，聲言鄭泳舜「喺深水
埗區議會嘅缺席、甚至避席無投
票嘅比例係非常之高」。

記者查出席記錄證清白
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深
水埗區議會去年的議員出席記
錄，鄭泳舜去年的區議會大會、
地區設施委員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及深水埗區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委員會會議出席率為 100%，僅缺
席了社區事務委員會、環境及衛
生委員會及房屋事務委員會各一
次。

■鄭泳舜（左）要求廉署徹查姚松炎及其虛
假、誤導言論。
短片截圖

蟲炎孖民協拉票獨欠老馮

選舉違法如罪成最高囚3年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第二十六條，任何人
為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當選，而
發佈關於該候選人且屬虛假達關
鍵程度或具誤導性達關鍵程度的
事實陳述，即屬在選舉中作出非
法行為。
第二十二條規定，任何人在選
舉中作出非法行為，即屬犯罪，
如循簡易程序審訊，一經定罪，
可處罰款 5 萬元及監禁一年；如循
公訴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
罰款20萬元及監禁3年。
香港文匯報曾向姚松炎查詢，
惟至截稿前未獲回覆。
該區另一候選人為蔡東洲。

「滅聲」呢
樣嘢呢，反對
派就成日「受
害者」上身，但原來佢哋都好叻滅
人哋聲長自己威風㗎。好似選緊立
法會九龍西補選嘅姚松炎（蟲
炎），就喺 facebook 登咗兩段經過
世界級剪接嘅論壇節錄出嚟，其中
一段佢起勢攻擊民建聯鄭泳舜
（Vincent）會俾地產商「操縱」，
但就將對方嘅回應幾乎飛起晒，另
一段就係 Vincent 踢爆佢喺立法會
蛇王極少投票，佢同樣將對方對佢
最致命嘅攻擊抹得一乾二淨。「不
盡不實」、「報喜不報憂」呢啲反
對派經常掛喺嘴邊用嚟批評人哋嘅
說話，蟲炎今次受返晒，有網民仲
寸佢剪走晒對方回應就當自己贏
咗，點做議員喎，更加有人宣佈
「戒炎令」正式生效！
喺前幾晚嘅電視台補選論壇，蟲
炎摷返 Vincent 嘅屋企、社企副總
幹事一職甚至係佢住址嚟講，聲言
佢當選後會俾地產商等背後勢力
「操縱」。
Vincent 即時叫蟲炎唔應該戾橫
折曲，並解釋話自己喺深水埗基層
社區服務咗十幾年係人都知，工作
亦都唔應該分「有錢」同「基
層」，又強調每個人都要對自己行
為負責，佢對自己絕對有信心，仲
有就係蟲炎摷出嚟嘅嘢都唔係咩秘
密，佢自己一向坦白。
不過，喺蟲炎段節錄入面，就將
自己質疑 Vincent 嘅內容一字不漏
咁回帶，但當 Vincent 講到「我喺
深水埗基層社區服務咗十幾年係人
都知」之後，就將 Vincent 跟住嘅
內容同埋佢疊聲阻止 Vincent 回應，fast forward（快進）咗成十幾秒咁多，完全聽唔到兩
個人講乜，一直去到佢質疑 Vincent 會俾人
「操縱」為止。
當晚，Vincent踢爆咗蟲炎喺上年財政預算案
百幾項修正案當中，一項都無表決，同埋喺立
法會 9 個月期間，亦都無就超過六成嘅議案表
決。蟲炎就「大條道理」話表決財案修正案期
間，佢代表立法會去咗新加坡出席「世界組織
會議」，但就無解釋到點解無就超過六成嘅議
案表決、究竟去咗邊，仲燒埋 Vincent 喺區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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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民建聯鄭泳

鄭泳舜昨晚在深水埗區議會副
主席陳偉明陪同下前往廉署

「表決六成甩底」 蟲炎刪批評當贏

鄭區會出席率近 100% 社企副總幹事一直有申報

■姚松炎尋日孖住民協等政黨開街站，但見
唔到馮檢基喎。
fb圖片
喺反對派「初選」期
間，姚松炎（蟲炎）被
質疑指使班「自決派」
中人攻擊對手、民協前立法會議員馮檢基
（老馮），最後老馮輸咗，仲被迫唔做
「Plan B」。唔知係咪投票日臨近想營造團
結氣氛，蟲炎尋日孖住民協等政黨開街站，
民協主席施德來仲有幾個區議員都有到場，
而「初選」對手、民主黨深水埗區議員袁海
文亦都有現身，但睇勻都見唔到老馮喎，唔
通蟲炎心入面仲係有條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在全球競爭激烈，不可預
見因素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香
港未來的經濟發展一直是社會
的重點議題之一。立法會港島
區補選候選人、新民黨的陳家
珮 23 日上午就到中文大學全
球經濟金融研究所拜會金融管
理局前總裁任志剛，就香港經
濟、財政和金融的問題向他請
■陳家珮就香港經濟、財政和金融的問題向任志剛請教，並獲
教，並獲得對方支持。
陳家珮在 facebook 分享合照 得對方支持。
開心表示︰「任總對我關心這些議題表示讚 公平競爭，縮窄貧富差距，推動企業社會責
賞，亦分享了他對香港經濟相對優勢、理財新 任，促進均衡發展，令經濟步向可持續的模
哲學、貨幣金融穩定工作及保持香港國際金融 式，讓不同背景與條件的港人，都有機會發
中心地位的個人觀點。同時他對理性實幹的年 揮自身的才能，因此要求特區政府配合互聯
網經濟的興起，為中小企及微企拆牆鬆縛；
輕人晉身立法會，表示支持。」
陳家珮在其政綱中指出，經濟政策的目 要求商界肩負社會責任，真正改善居民生
標，應該是創造多元經濟，着重創新，促進 活。

訪「小福建」街市拜年

任志剛挺陳家珮 讚理性實幹

年 初 九 是
「天公誕」，按
福建人習俗，初
九拜天公是大日子，比過農曆年更加
隆重，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候選人、新
民黨的陳家珮當日就在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郭偉強陪同下，特意到有「小福
建」之稱的北角，走訪渣華道街市，
向市民及商戶拜年問好。她承諾，今
年必定會好好惡補福建話，「希望下
年可以用福建話跟大家問好。」
家珮當日上午 8 時就和郭偉強去
到街市，向市民和商戶拜年問好。
家珮表示，當日雖然是一大早，但
已有很多主婦前來購買祭品，準備
拜祭。而售賣鮮雞的攤檔生意亦特
別好，因為福建人拜天公必要有一
隻雞作祭品。

■鄭泳舜寸姚松炎「六成投票甩底」片段被刪
得一乾二淨。
短片截圖
會嗰疊。
同樣，蟲炎段節錄將 Vincent 質疑佢「表決
六成甩底」嘅內容刪走，同埋強調佢喺表決財
案修正案期間去咗新加坡開會，仲上載咗立法
會文件諗住「以正視聽」，但份文件寫住嘅並
唔係咩會議，而係「拉惹勒南國際關係研究院
多邊主義研究中心與世界貿易組織舉辦的 2017
年國際貿易議會工作坊」，workshop啫。

剪到支離破碎再砌新故仔
嘩，將原本內容剪到支離破碎再砌成一個新
故仔，蟲炎你都「得」囉，難怪俾網民爆粗鬧
爆你啦。
「Law Lai Jean」話：「剪晒對方啲回答，
就當自己贏×咗呀？！咁×弱智點做議員
呀！」「Sam Ng」就批評蟲炎質疑得人哋又要
剪晒人哋嘅回應，「真係垃圾！」
有網民就質疑蟲炎到底係去外國工作坊重要
啲，定乖乖哋留喺香港表決政府撥款重要啲。
「呂紘燊」就覺得：「如果講得一席都不能
少，我明顯覺得投票重要過出面。」「甘楓」
亦都話：「香港人靠你去審撥款喎，你走咗去
上這個工作坊，咁點守護香港人啲錢？」

網民宣佈「戒炎令」展開
原來蟲炎唔止對 Vincent 滅聲，對異見網民
都一視同仁。「MagMag Li」投訴：「姚蠢炎
對唔啱聽嘅民意會向 fb 舉報為垃圾訊息，咁即
係話姚蠢炎絕無資格代表香港巿民，不合他心
意的事實就選擇拒絕接受，你憑乜代表香港
人？」「Wong Si Si」更加「宣佈」：「戒炎
令已展開，全城抗炎，抗拒蟲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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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惡補福建話
在與市民交流期間，雖然郭偉強並
非福建人，但因他在北角有十多年地

■陳家珮走訪渣華道街市，向市民及商戶拜年問好。
區工作經驗，所以能以一口流利的福
建話跟大家拜年，令家珮十分佩服，
「說來慚愧，雖然我丈夫是福建泉州
南安人，但我作為一個福建新抱，福

建話卻沒有郭議員般流利。我今年必
定會好好惡補，希望下年可以用福建
話跟大家問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