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3月14日（星期三）

2018年3月14日（星期三）

2018年3月14日（星期三）

A3 ■責任編輯：曲 直

獨軒燒法 選民申禁任議員
焚基本法證非真擁護 王國興斥區言行違參選確認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代

表反對派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並

當選的區諾軒，在「入閘」後被揭發

曾在示威活動中公然焚燒基本法，

其後於選舉論壇更揚言有需要會再

犯。有港島區選民昨日入稟法院，

指出區諾軒焚燒基本法的行為，顯

示他從無意圖、非真誠擁護香港基

本法，要求法庭推翻選舉主任的決

定，並申請禁制令禁止區諾軒宣誓

就任議員。「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

興認為，區諾軒在言論、行動、書

面也不符合參選資格。

鼓吹包括「港獨」為選項的「自決」的
「香港眾志」周庭，早前欲參加立法

會港島區補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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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周庭「Plan B」、同樣主張「自決」
的區諾軒卻成功「入閘」。雖然市民已多
番投訴，但在選管會未有處理之前，區諾
軒已宣告當選，並暫定於下周三進行宣誓
就任。
有見其議員資格備受質疑，港島區選民

黃大海昨日在王國興及工聯會顧問律師王
吉顯協助下，到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挑戰區諾軒出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他坦言，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巿民，沒有
政黨背景，只希望盡市民責任。他指，將
會自己一力承擔律師費。
入稟狀指，區諾軒2016年公開焚燒香港

基本法，並在近日揚言會再做，顯示他從

無意圖、非真誠擁護香港基本法，違反簽
署的聲明，亦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
四條宣誓及聲明條例，及立法會條例第四
十條等的規定。申請人黃大海要求，法庭
聲明區諾軒的議員資格無效，並申請禁制
令，禁止他宣誓就任為立法會議員。申請
書提到，申請人非常關注公眾及社會利
益，絕非一名多管閒事或刻意製造投訴的
人。

曾唱「獨歌」揚言再犯
王國興昨日透露，是次覆核主要質疑選

舉主任未有執行職務處理區諾軒的參選資
格，違反程序公義。他解釋，區諾軒過去
曾在文宣中推動「港獨」，在2016年焚燒
香港基本法並表明會再犯，公然違反參選
聲明確認書的要求，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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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
他續指，區諾軒更曾在公開場合唱「獨
派」的歌曲《城邦會戰勝歸來》，「有事
實、有依據……（區諾軒）在言論、行
動、書面也不符合參選資格。」

要求選舉主任檢視未獲理
被問及為何不在選舉前提出司法覆核，

王國興解釋，另一名市民梁國偉早於選舉
前10日，即本月2日去信選舉主任鄧如
欣，要求她履行責任，以評定「香港眾
志」周庭的相同標準，重新檢視區諾軒的
參選資格，但沒有得到處理。
該市民其後向選管會主席馮驊，及選舉
事務處作出正式投訴，惟選管會僅回覆稱
會「盡快通知」。
王國興指，現時選舉結果「米已成

炊」，只好申請司法覆核。

反
對派
區諾

軒過去不時「播獨」、行
為偏「激」，但參選立法
會港島區補選時努力「洗
底」，更矢口否認自己曾
提出「自決」應包含「港
獨」選項的主張。雖然他
最終如願以償「入閘」，
但其後又再露底，在一次
補選論壇中自爆不介意再
焚燒香港基本法，令各界
質疑他是否真誠擁護基本
法。
區諾軒在早前的一次補

選論壇中，被另一候選人
陳家珮揭發曾公然焚燒香
港基本法一事。當時，區
諾軒首先否認相中人是自
己，但「不認還須認」，
他亦坦白從寬。另一對手
任亮憲則在另一次補選論
壇上質問他「（現在）仲
燒唔燒香港基本法？」區
諾軒當時聲言：「如果見
到有一些抗爭，需要去做
呢個行為，我唔介意再做
一次。」

改口稱是附件三道具
未知是否評估形勢後發現事態嚴

重，區諾軒昨日則改口稱自己過去是
燒印有基本法附件三的一張紙，稱只
是示威道具，「我過去冇燒過一本真
正的基本法，未來亦無意燒基本
法。」
他又聲稱，自己願意收回當日選

舉論壇上「意思不清」的言論。
到底哪一個才是他的真正意思，

相信公眾心中有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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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等昨協助選民黃大海到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王國興等昨協助選民黃大海到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香港文匯報記者范童香港文匯報記者范童 攝攝

■■前年區諾軒在前年區諾軒在
中聯辦外焚燒基中聯辦外焚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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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代表「港
獨」組織「香港眾志」出選港島區補選的區
諾軒，雖最終險勝，但其過往焚燒基本法及
支持「港獨、自決」的行為，就被選民翻
出。昨日有港島區選民入稟法院，就區諾軒
的參選資格提出司法覆核。多名立法會議員
及法律界人士指出，在選舉期間區諾軒已露
「獨相」，市民亦提出多次的投訴，但選舉
主任未有妥善處理，市民才迫不得已提出司
法覆核，為保障公平的選舉制度，期望法院
能夠作出公平判決。

葛珮帆：應給公眾交代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是否符合
參選資格，法院及公眾自有公論，然而區諾
軒口裡聲稱自己尊重基本法，又指不欲再見
到有DQ事件發生，更「賴皮」指所焚燒的

只是基本法附件三影印本云云。
葛珮帆認為，無論正本或是影印本，區諾
軒的行為已證明他絕不尊重基本法。加上區
諾軒亦被揭發曾在公眾場所高唱「港獨的國
歌」，凡此種種證據，已違反了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條的規定。
葛珮帆又指，區諾軒在競選期間已被揭穿

為「獨人」，市民曾作出多次的投訴，惜選
舉主任未有妥善處理，除反映本港的參選機
制出現明顯的漏洞，選舉主席應就事件給公
眾一個交代。

何啟明：法院須正確裁決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在補選的
過程中，區諾軒被揭發曾經焚燒基本法，甚
至在競選論壇上曾親口表示不排除日後再燒
基本法，事實擺在眼前。實際上，在過去一

段時間，不斷透過各
種途徑鼓吹「港
獨」，現又「睜大眼
說大話」抵賴過往所
作的言行，表裡不
一，更完全違反基本
法及選舉要求，對其
他候選人不公平，法
院應該作出正確及合理的裁決。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
指出，過去已有很多證據證明區諾軒非真心
擁護基本法，但基於選舉主任未就市民對區
諾軒參選資格的投訴作出處理，市民於是入
稟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黃國恩：非「輸打贏要」
他提到，司法覆核是就政府的行政決定

作出挑戰，看其是否合法、程序有否不公
及錯誤，如有，法庭可予推翻並要求政府
糾正，與區聲稱「輸打贏要」完全是兩回
事。而區的言論是意圖以政治掩蓋法律，
既然政府讓他參選的決定大有問題，市民
是有充分的理據支持選舉主任容許他參選
是法律上判斷的錯誤，向選舉主任作出投
訴又不獲處理，當然有權依法入稟法院要
求法院予以糾正。

選舉主任不理投訴 市民入稟迫不得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反對派在是次立
法會補選大打「反DQ、抗專權」的口號，豈料
唯一一名被DQ過的參選者姚松炎卻在九龍西敗
陣，令反對派元氣大傷，也令不少支持者大感不
滿。姚松炎昨日接受電台訪問，在烽煙環節清一
色被反對派支持者鬧爆，批評他高傲、宣傳「離
地」、逼退民協馮檢基，是次敗選拖累整個反對
派。有曾為他助選的支持者亦批評他表裡不一，
對別人的幫忙一點謝意也沒有。
反對派區諾軒、范國威和姚松炎昨日就補選結
果接受電台訪問，姚松炎一邊稱自己就是次敗選
「必須承擔所有責任」，承認自己無經驗、選舉
策略出錯，但又一邊稱自己「冇政治團體嘅任何
地區樁腳」，並推卸是因為之前不知會否被
DQ，「個心十五十六，於是起動遲。」

高傲「離地」看輕傳統派
不過，似乎不少反對派聽眾都未感受到姚松炎
的悔意，致電上電台均是嚴詞批評。在九西區做
了13年地區工作的黎小姐就直斥姚松炎敗於驕
傲，因他看不起傳統反對派，但自己的宣傳卻
「不知所謂」。她表示，自己一早已認為「反
DQ」在九龍西或整個香港都不能奏效，因為太
「離地」，但由於姚松炎只信立法會議員朱凱
廸，自己的意見「根本埋唔到你哋身」，「你完
全唔熟九龍西，成個『泛民』俾你拖咗落去，我

係好嬲㗎！」
扮虛心聽民意的姚松炎在回應時卻忘記對方姓

什麼，只能再次致歉，黎小姐火起再轟︰「你致
歉冇用㗎，你有咩能力攞深水埗嘅票？你第一時
間搞DQ馮檢基，我唔贊成馮檢基出選，但你哋
唔跟機制，馮檢基嘅支持者點支持你呢？」雖然
姚松炎再辯稱自己沒有看不起傳統反對派，但黎
小姐仍表示︰「身體最誠實，事實係咁樣。」

只信朱凱廸「屈基」失票
第二名致電的郭先生說，自己在周日補選投了

姚松炎一票，但也覺得其早上9時上班時間擺街
站等的宣傳策略「好失敗」、「少同街坊溝
通」。電台主持幫忙問姚松炎是否高估了自己的
知名度，姚松炎未有機會回應，郭先生已肯定表
示︰「係！」
同樣投票予姚松炎的吳小姐一開始雖說「唔想

踩多兩腳」，但亦批評姚松炎因勝出「初選」而
被衝昏頭腦，「完全信朱凱廸，唔聽其他人意
見」，認為他在「屈基」一事上流失大量票源。
九西選民鄭太稱，自己一票「唔係投畀姚生，

係投畀『泛民』」，又說自己從來沒有見過姚松
炎落區，更遑論姚松炎會主動安慰馮檢基的支持
者。
鄭太又爆料表示，自己的丈夫曾在姚松炎於

2016年參選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時助

選，幫他講講座，是次見姚松炎參選九西，其丈
夫亦主動致電問姚松炎是否需要幫忙，豈料他竟
稱自己也在西九住過，拒絕其好意。

助選無句多謝 表裡不一
姚松炎稱，自己對有關對話「冇印象」，「但

如果我咁講過，同佢講聲對唔住。」鄭太就批
評，「咁你真係表裡不一，幫咗你咁多，喺講座
度，你一句謝意都冇。」
沒有投票的九西選民方先生則坦言，民建聯的

鄭泳舜有政績呈現人前，質疑姚松炎︰「你話自
己遲咗參選，咁係咪唔參選就唔會喺九西做
嘢？」
姚松炎則辯稱，在立法會協助市民與在區議會

「層次唔一樣」，並非在一個小地區去做事。

一心以為大
打「DQ牌」
就可以取回議

席的反對派，今次4個議席只贏
兩個，未來還有兩個因DQ而懸
空的議席或需補選，令反對派對
選情更為憂心。作為被法庭DQ
後再被市民DQ的姚松炎，昨日
繼續死撐市民「不認同DQ」，
又聲稱區諾軒勝出港島補選，是
因為該區先有「香港眾志」羅冠
聰被DQ，後有其黨友周庭參選
被DQ，「訊號最清晰。」被問
及是否「反DQ」的力量不夠
大，姚松炎則稱，正正因為力量
夠大，才會以2,000多票這麼小
的差距落敗，完全無視換屆選舉
時反對派得票率遠超建制派逾20
個百分點的事實。
勝出新東補選的「新民主同

盟」范國威則稱，是次是建制派
的策略「奸計得逞」，形容是建
制派及親建制媒體不斷「攻擊」
反對派之間的關係，又用宣傳去
「蓋掩」別人的宣傳云云，「我
贏過輸過，贏係贏『民主派』一
致對外，支持者響應『反DQ、

抗專權』主題，輸係候選人承擔
最終最大責任，要檢討有咩工作
做得唔好。」
他稱，反對派須檢討選舉工

程，認為「反DQ、抗專權」的
議題設置和宣傳工作可以做得更
好。

怕輸選九西 背棄建測界
致電到電台的聽眾莊小姐則

指，自己是建築、測量、都市
規劃和園境界的選民，批評姚
松炎棄界別去選九西，明顯是
怕輸而轉移陣地，更派出一個
無牌的司馬文去參選業界選
舉，令選民感到被背棄，也坦
言有牌的人很難接受被無牌的
人去代表自己。
眾多致電者中，終於有一人是

向范國威表達意見，但卻是向他
作出「提醒」。
聽眾袁太指出，范國威說話的

語氣「好高傲、冇得商量咁」，
坦言今次很多人「大局為重」協
助他，提醒他在議會內外要多與
人「做朋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死撐「反DQ」夠力 無視得票大倒退
�&

反對派樁腳怒插蟲炎扮認衰

■區諾軒、范國威和姚松炎昨在電台節目上被反
對派支持者嚴詞批評。

■葛珮帆 ■何啟明 ■黃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