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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今入稟促 DQ「獨軒」
2018年3月13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代表反對派參加立法會
港島區補選並當選的區諾軒，在參選前一直鼓吹包括「港
獨」選項的「自決」，不但曾公然焚燒基本法，在參選後
更聲言「不排除」會再燒，被質疑不符參選資格，惟選舉
主任及選舉管理委員會卻未有回應相關的投訴，繼續讓區
諾軒參選。有市民和「23 萬監察」昨日舉行記者會，指
區諾軒違反參選時簽署的擁護基本法的聲明及確認書，並
於今日會入稟法院，在對方宣誓就任前提出司法覆核，要
求裁定其選舉資格無效。
2016 年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11 月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所作的解釋，第一條已明確說明第
一百零四條規定的「擁護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參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
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在該解
釋的草案說明中，也表明宣揚「港
獨」者沒有參選及擔任立法會議員
的資格。

周庭被DQ「獨軒」為何可入閘
一直鼓吹「自決」的「香港眾
志」周庭，在報名參加立法會港島
區補選後，被選舉主任根據其政黨
及本人鼓吹「自決」而裁定其選舉
提名無效。不過，周庭的「Plan
B」，即同樣鼓吹「自決」的區諾
軒，卻獲得入閘參選的機會，更於
是次補選中勝出。
市民梁國偉和黃大海昨日在
「23 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陪同
下舉行記者會。梁國偉表示，他分
別在 3 月 2 日及 7 日已向東區選舉
事務處及選管會請願，要求取消區
諾軒的參選資格，惟對方並無回應
訴求。補選前夕，他再向選管會投
訴，但對方只稱會審慎研究投訴內
容，再盡快審核結果。
他指出，選舉主任曾全面考慮
周庭的政治聯繫，並裁定她在簽署
聲明及確認書時並沒有真誠擁護基
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故選管會亦
應審視區諾軒的行為和言論，撤銷
其參選資格。

若「獨」入議會 恐天天拉布
就區諾軒參選資格提出司法覆
核的黃大海指出，他身為港島區選
民，實在不想區諾軒當選。區諾軒
曾聲稱在必要時刻，會將基本法
「燒完又燒」，更會衝擊議會及發
動第二波「佔領」行動，倘縱容這
種藐視基本法和香港特區的人進入
議會，相信每日都有拉布鬧劇上
演。
黃大海透露，他會自行支付司
法覆核的訟費，暫時不會申請法
援，因他想先盡個人全力為社會尋
求公義。身為三子之父的他坦言，
「我唔想下一代見到日日拉布嘅立
法會！」
「23 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指
出，他在補選結果甫公佈已收到 4
名街坊反映，他們曾 3 次向選舉主
任及選管會主席馮驊投訴區諾軒不
符合參選資格，惟至今仍未獲正式
回應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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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浩賢 攝

區諾軒
「獨」
行纍纍
日期
2015年

在具濃厚「港獨」色彩的《香港革新論》一書具名撰文：建
制派如何在選舉屈機。

2016年3月29日

出席題為「『大陸化』下，我城未來」的論壇，稱「自決」無可
避免包含「港獨」選項。

2016年4月23日

出席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的《星期六熱線》節目，稱「港獨」
是2047年後政制的解決方法。

2016年5月21日

接受網媒「立場新聞」訪問時，談到民主黨會草擬所謂「決
議文」時，稱對民主黨不支持「港獨」的失望，更聲言
「『自決』將『無可避免』包含『港獨』這一選項。」

2016年11月2日

以「個人身份」聯同「眾志」、「青年新政」等遊行到中聯辦，
更在中聯辦門外焚燒基本法。

2018年2月20日

在facebook轉載一篇題為《自決並不違反基本法》的文章。

2018年2月21日

在選舉論壇上多次迴避曾焚燒基本法，其後稱自己只是「燒
道具」。

2018年3月3日

邀請「親台獨」的日本右翼反華政客、鼓吹「台獨」的和田
健一郎到其造勢大會站台。

2018年3月7日

在選舉論壇上稱「不介意」再燒基本法。

王國興：應及時處理市民投訴
王國興強調，區諾軒曾公然焚
燒基本法及支持包括「港獨」選項
的「自決」，已有違參選時簽署的
擁護基本法聲明以至作為立法會議
員的憲制責任，並批評特區政府及
有關部門未有及時處理市民投訴，
是漠視民意，涉及行政失當。
他形容，區諾軒今次當選，已是
「生米煮成熟飯」，但市民不想硬
吞，所以要在對方宣誓就職前提出司
法覆核，「現時情況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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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諾軒「突然變返英雄」 被回帶鬧爆
區諾軒鼓吹「自決」，
又曾公然焚燒基本法，係
咪好勇武呢？不過，所謂
「講就兇狠，做就毓民」，區諾軒真係咁勇，定
係只剩抽水嘅小人？原名葉鍵濠嘅商業電台節目
主持「健吾」呢輪頻頻回帶，鬧爆區諾軒。在選
舉結束，區諾軒當選立法會議員後，佢隨即轉發
帖子，回帶返 2013 年區諾軒借香港電視網絡發
牌事件抽水嗰單嘢。
話說 2013 年，反對派借香港電視網絡不獲政
府發牌為由發動大遊行，身為搞手之一、時為
「左翼廿一」成員嘅區諾軒，被揭發在未獲同意
下，私自用香港電視網絡員工的名義籌款。
當時，「香港電視網絡職工會」同日在 facebook 專頁上發表聲明澄清，並沒有發起任何公
開籌款。「左翼廿一」即時與區諾軒劃清界線，
話係有「義工」在「未知會」他們的情況下設
立。區諾軒最後不得不道歉，話會將錢代工會捐
畀樂施會咁話。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有市民昨日表明會向法院提
出司法覆核，挑戰港島區選舉主
任決定鼓吹「自決」的區諾軒獲
有效提名為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候
選人的決定。特區政府發言人在
回應傳媒查詢時重申，「港
獨」、「自決」或以「公投」方
式提出包括選擇「獨立」來處理
香港政治體制等，均不符合香港
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
法律地位，而擁護基本法是立法
會議員的基本法律責任。
發言人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有關
區諾軒的個案時指，由於該個案
將會進入司法程序，特區政府不
宜評論。「事實上，通過包括選
舉呈請等司法程序處理選舉爭議
是本港選舉制度的一部分，亦時
有發生。」
不過，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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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否則不
得獲有效提名為某選區或選舉界
別選舉的候選人。
發言人說，「特區政府一直尊
重及維護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選
舉權和被選舉權。與此同時，擁
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立法會條例》所訂明
『獲提名的候選人須遵從的規
定』。『港獨』、『自決』或以
『公投』方式提出包括選擇『獨
立』來處理香港政治體制等，均不符合香港特
別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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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觸。」

煽「港獨」
「自決」者不可能擁基本法
他強調，「擁護基本法是立法會議員的基
本法律責任。鼓吹或推動『港獨』、『自
決』的人士不可能擁護基本法，因此不可能
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亦不可能符合《立
法會條例》要求候選人聲明擁護基本法和保
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規定。特區政府會
繼續嚴格執行和維護基本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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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稱含淚過票
叫咖喱飯別忘恩
乞－票－成－功

■區諾軒被回帶鬧爆。

網上截圖

「呃錢的X街成為立法會議員」
La Belle Epoque 老闆娘 Billie Ng（吳斯翹）昨
日就轉發返香港電視網絡職工會當年針對呢件事
所發嘅聲明，仲發帖話：「五年後，呃錢的×街
成為立法會議員。我真有品等佢當選先 post 出
來。」fb 專頁「Angryangry」就截咗張帖，質疑
道：「你地（哋）失憶呀。」
「健吾」就喺自己fb轉發佢個轉發，標註道：
「大家都失憶。」網民「Raymond Koo」留言
揶揄：「一直覺得區議員（區諾軒）熟口熟面，
多謝提醒。」「John Law」道：「原來港島人係
支持借人地（哋）集會呃錢的人！」「球三」就
揶揄：「香港人嘛，有乜所謂啫，最緊要搵
食。」
「Gum Li」就仿反對派口氣狠罵道：「『我知
佢乜乜乜，但都要團結重點係唔比（俾）保皇黨
贏』：所以呢種×家鏟先仲可以一再洗底突然變返
英雄。理論中唔係佢哋失憶，而係大部分人根本就
唔知！」「Chris Plant」就欲言又止咁話：「呢個
只係其中一個（我）無去投票，『團結』支持區諾
軒嘅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港府：擁基本法 議員責任

趁宣誓就任前申覆核 王國興：情況迫在眉睫

恨議席恨到出煙、成日打所
謂「本土」旗號嘅「新民主同
盟」咖喱飯（范國威），為咗
爭贏新界東嗰議席，一直都諗
盡辦法入去「本土民主前線」
梁天琦嘅票倉，希望乞得一票
得一票，但啱啱完咗補選，咖
喱飯都未趕得切謝票，就被唔少
「本民前」嘅支持者揶揄，話佢
喺反對派入面太多「牙齒印」，
班激進「本土派」支持者真係寧
願含淚投白票嘞。不過范國威今
次真係贏咗，有啲激進「本土
派」就即刻話，佢哋其實過咗好
多票畀佢喎，擺明叫咖喱飯唔好
「忘恩負義」。

范「乞票乞到上心口」

■區諾軒被指「呃錢的X街成為立法會議員」。

網上截圖

網民「Ho Ming Ho」批評，范
國威以前一向無點支持「本土
派」，今次為咗乞票，竟然應承一
旦當選，就會係議員辦事處撥資源
關注「在囚抗爭者」同囚權問題，
真係「乞票乞到上心口」。網民
「Lulu Chung」就好疑惑，問大
家：「『泛民』支持者今次要點
揀，咖哩（喱）味既（嘅）屎，定
屎味既（嘅）咖哩（喱）？」
不過講到底，大家都係為咗爭
權 奪 利 ， 網 民 「Ron Wong」 就
話：「本土出唔到人，無辦法，
投范國威畀佢拎住十萬人工
先！」忠實護法「Max Yu」就立
即澄清，「建制派鄧家彪有『鐵
票』撐腰，范國威集結『本土
派 』 支 持 都 好 正 常 」 ， 「Kitty
Mok」就隨即反駁，「阿彪咁多
年盡心盡力為社區，自然有『鐵

票』支持，好過范國威無腰骨要
乞票！」
成班激進「本土派」講到射落海都
唔益咖喱飯咁，但事實係咪真係咁
呢？「獨派」組織「勇武前綫」就同
佢計數：「（新界東）總投票人
416,000，有効（效）票為412,235，
即係話有3,765票射咗落海！上次投
（梁）天崎（琦）的66,524票有一
半去了保長（方國珊）身上，另一部
分已經含淚投咗個冚×產（鏟）（咖
喱飯）身上！」

數一數票數 范多過楊岳橋
「獨派」中人「陳光明」亦
話：「范國威超過 18 萬票當選，
超過楊岳橋（20）16 年補選 16 萬
票，最少有兩萬四千個新東本土派
含淚投范！」
「Siu Yee」 更 打 埋 開 口 牌 ：
「相信新民主同盟團隊會好好向選
民謝票，尤其應該特別鳴謝投比
（畀）范國威既（嘅）本土派。要
泛民支持者投本土派領袖都要突破
心理關口，將心比己，唔係甘
（咁）易做。睇范國威 18 萬+既
（嘅）票數，相信都有唔少本土派
最後投比（畀）佢。比起聚焦焦
土，更加應該多謝呢一班本土
派。」
咖喱飯選舉告急時叫激進「本
土」過票畀佢，現在真係有人過咗
票，咁佢會點報答佢哋呢？當選咗
立法會議員，有由公帑支付嘅各種
開銷，如果「港獨」分子因為「突
然」有資源再搞事，相信大家都會
知咩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