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洲覆
核王」郭卓
堅，本月14

日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指立法會補選九龍西當選人鄭泳
舜違反簽署確認書承諾，要求撤
銷其立法會議員資格。對於這種
搞搞震的爛仔行為，法庭當然唔
會「陪佢癲」，昨天迅速頒下判
詞，拒絕批出許可申請。郭卓堅
早唞啦，民建聯愛國愛港人盡皆
知，他所謂的理據荒誕無稽，純
粹得啖笑，這種毫無意義的司法
覆核，完全不尊重法律。當然，
反對派何曾尊重過法律。

郭卓堅提出的理由，竟然是因
為鄭泳舜所屬的民建聯主張「民
主建港」，等同提倡「港獨」。
民建聯的政治立場，根本不用多
介紹。正如法官所指，沒有合理
基礎指民建聯是支持「港獨」，
又指民建聯全名是「民主建港協
進聯盟」，不能獨立抽「民主建

港」出來，在沒有任何資料證明
下，自行解讀為支持「港獨」。
法官的判詞狠摑郭卓堅一巴。

郭卓堅長期濫用司法程序，嚴
重浪費司法機構人力物力，早已
成為過街老鼠，法援署去年決定3
年內不受理任何他提出關於司法
覆核的法援申請。但他依然死不
悔改，沒有收入的他，如何支付
昂貴的訟費？背後肯定有人替其
埋單。反對派濫用法律程序，一
向將司法覆核當作政爭工具，將
法院變成狙擊施政的地方，擾亂
社會正常運作，以達到不可告人
的目的。

真正需要司法覆核的，首選當
然是焚燒基本法的區諾軒啦，如
果郭卓堅真的尊重法律，為何對
此無動於衷？郭卓堅提出不知所
謂的司法覆核，當法官和香港人
白癡，法官拒絕批出其申請，實
在大快人心。

■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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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拒覆核阿舜參選 指「民主建港」無爭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
「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郭卓堅（見
圖）上周三入稟高等法院，質疑勝
出九龍西立法會補選、民建聯的鄭
泳舜參選資格，案件昨日交由法官
周家明處理。周官無開庭即直接頒
令拒絕批出覆核許可。法官指出，
民建聯全名中「民主建港」一詞，
原意為透過民主建設香港，郭以上
述字眼作為挑戰依據，其理據根本
無可爭辯之處。
郭卓堅的入稟狀指稱，民建聯全名
「民主建港聯盟」是「搞分裂國家搞
港獨」，違反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條和宣誓及聲明條例，要求法庭頒令

身為民建聯成員的鄭泳舜，喪失在立
法會宣誓就任議員資格。
法官周家明在判詞中指，郭卓堅
聲稱民建聯主張「香港獨立」，而
答辯人鄭泳舜身為民建聯成員，也
會有同樣理念，故此鄭泳舜違反了
他參選時的聲明書及誓言。
周家明不同意，指在決定「民主

建港」四個字是否等同代表主張
「港獨」時，應同時審視與民建聯
建黨宣言中字句，了解其成立目的
和意圖，但郭卓堅並無就此提供任
何證據。周官指，「民建聯」全名
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主
建港」一詞原意應為透過民主建設
和促進香港進步，倘有人認為「民
建聯」代表「民主建國聯盟」，明
顯是一個錯誤。
周官續指，郭卓堅居於長洲，並
非九龍西選民，是否有資格入稟令
人懷疑。但在缺乏詳細理據情況
下，對於並非選民或參選人的香港
市民循司法覆核方式入稟挑戰某位
候選人的參選資格這問題，他本人
仍然持開放態度。

立法會補選圓
滿結束，新民黨

陳家珮雖然失落港島區議席，但仍密密走訪港島
各區謝票，答謝投她一票的127,634位市民支
持。她昨日來到鰂魚涌，與該區居民會面及交
流，不少人上前握手以示支持。家珮在face-
book說：「多謝您，我會繼續努力。」

■圖︰陳家珮fb/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鰂 魚 涌 謝 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思路」32人
代表團將於周三至周五訪京。行政會議成員、「民主
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昨日透露，訪京初步行程包括國
務院港澳辦、基本法委員會、國家發改委、清華大學
及北京大學，主要希望反映香港政制發展、基本法二
十三條立法，及香港的司法獨立等問題。
湯家驊在與傳媒茶敘時表示，他們在京期間會向中

央官員反映以「梅花間竹」的方式，同時將香港政制
發展和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分階段、分部分推進。
他舉為二十三條立法為例，指香港目前已經有處理

涉及叛亂等暴力行為的法例，有現行的法律基礎，相
信爭議不大，可以先行立法，有關洩露國家機密以至
與外國組織關係等香港沒有先例的部分，可稍後才以
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立法。
在政制發展方面，他建議先增加立法會直選議席，

及改革整個選舉制度，如考慮引入單議席單票制，或
更民主的比例代表制方法等。
在訪期間，他們亦會向分管港澳事務的中央官員反

映，香港司法制度的獨立性近期受到外國以至內地一
些傳媒或學者的批評，受到「內外夾攻」，希望中央
官員明白維護香港司法獨立的重要。他們還會提及粵
港澳大灣區、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國家憲法與
香港基本法之間的關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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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彪見財爺 促紓困「做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參加立法會新
界東補選惜敗的工聯會鄧家彪，近日在忙於走
訪各區謝票的同時，也不忘為民發聲。就新年
度財政預算案「有人歡喜，有人嬲嬲」，他昨
日透露，今日會與工聯會一眾立法會議員與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會面，並要求政府派錢予未能
受惠於預算案各項措施的群組，令紓困措施
「做到位」。
鄧家彪在其facebook專頁收集市民對預算案的

意見。他說，有市民開心受惠於退稅、差餉寬
減、醫療券加碼等紓困措施，但也有很多市民反
映：「財爺派嘅糖根本無份食！」未能受惠的群
組，包括一班60歲至64歲長者，及家庭收入介
乎1萬元至3萬元的打工仔。

大圍街市謝票 關注冷氣工程
鄧家彪指出，工聯會在預算案公佈前，已提出

「全民派錢」的方法，並認為此舉最能讓市民共
享經濟成果，惟當時有其他政黨反對，令政府最
終未有接納該建議。為此，工聯會今日會向陳茂

波反映市民意見，向未能受惠的群組派錢，並呼
籲市民：「有乜想講，歡迎留言畀我哋！」
鄧家彪昨日還到大圍街市謝票，並關注到在街

市安裝冷氣工程期間，商戶須停業8個月，對商
戶和他們的夥計帶來生活上的擔憂。他會和兩位
拍檔，包括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及沙田區
議員董健莉支援和協助商戶。
他介紹，葛珮帆將在立法會提出「支援大圍街

市商戶」的動議，包括要加快工程進度，縮短工
程至不超過6個月；街市重開後應免租及冷氣費
用12個月（並不包括全封街市的幾個月）；以
協商而非競投處理原有檔戶拆遷安排。
由於安裝冷氣期間檔户沒有收入，檔內生財工

具放置太久會有損耗，葛珮帆建議為商戶提供恩
恤及補償，而將來街市公共地方的冷氣費、冷氣
的保養及維修由政府承擔。
鄧家彪昨晨亦到火炭穗禾苑謝票，感謝居民的

支持：「整場補選，好多地區的兄弟姐妹都瞓晒
身，不單止要感謝居民，更加要感謝這些一齊打
仗的兄弟姐妹。」

▲鄧家彪到
大圍街市謝
票。

◀鄧家彪在
fb收集市民
對預算案的
意見。

戇橋小學雞砌國歌法
市民批：「炒作卑鄙！」

新民黨會陳茂波
獻兩策促派津貼

梁美芬及楊岳橋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探討國歌法的本地立法。根

據特區政府公佈的國歌法草案建議，任
何人公開及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
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以其他方
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行為。
楊岳橋就聲言，「其他方式」沒有清

楚界定，令市民不確定什麼行為會觸犯
法律，或會誤墮法網，又舉例稱以廣東
話唱國歌，甚至普通話唱得不好或會犯
法云云。
梁美芬反駁，香港現行的《國旗及國

徽條例》實施後，過去定罪的案例均屬
明顯行為，因為普通法的準則高，法庭

會以第三人標準衡量，證明行為有故意
的成分方可定罪，「如果一些人無心，
我好相信他們不會被視為故意。」

梁美芬批「諗到好極端」
她強調，絕大部分市民均會尊重國

歌，即使部分市民普通話唱得不好，只
要努力唱亦不會被罰，並質疑楊岳橋的
假設：「諗到好極端呢，我覺得係假設
性問題。」
市民梁先生致電上節目時表示，相信

國歌法的影響其實不大，亦不認為會出
現執法標準不同的情況。
他強調，尊重國家國歌是理所當然，

即使有人貶損其他國家的國歌亦屬不道
德行為，並呼籲反對派：「唔好炒作！
好卑鄙！」

家播《球迷奇遇記》不違法
曾先生則問道，自己擁有歌手李克勤

《球迷奇遇記》的唱片，該曲被指有改
編國歌的部分，令他擔憂日後在家播放

時，被鄰居聽見會告他。
梁美芬解釋，草案規定是「公開」的

情況，籲他可以放心，在家播放歌曲應
不會違法。
此外，草擬內容列明「中、小學須教

育學生唱國歌、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
神，以及遵守國歌奏唱禮儀」，楊岳橋
稱，本地學校現時需要跟教育局規範，
既然沒有後果則亦「無必要」立法。
梁美芬反駁，雖然草案沒有具體罰

則，但在法律要求下，教育局有責任給
予一定的指引，確保學校有教導學生尊
重國歌，令學生尊重自己國家民族：
「唔係我（校方）唔了解，唔知道就唔
理。」
楊岳橋又針對草案建議中，提到「踐

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稱內容與香
港實踐資本主義、「一國兩制」及香港
基本法的原則「有衝突」。
梁美芬認為，這問題不難解決，建議

加設內容：「尊重國家踐行社會主義，
維護『一國兩制』」即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佩韻）新年度財政預算案
公佈後，市民普遍認為惠民措施不足，新民黨昨日為
此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面。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
會後表示，他們向司長提出兩項建議，包括向18歲
以上、繳納薪俸稅不足3,000元及沒有物業、不需繳
交差餉的香港永久居民，派發3,000元的現金津貼，
又建議改善寬免差餉的安排，每名繳納人士最多可以
獲寬免3個物業，以免因資源分配不均而造成社會不
公義。
葉劉淑儀和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南區區議員陳家珮

等與陳茂波會面後表示，不少市民反映不滿預算案遺
漏夾心階層，包括收入不高的年輕人、65歲以下的
退休人士、家庭主婦、就業不足者等，故向司長提出
上述兩項建議。
她指出，向合資格人士發放3,000元，料涉及公帑

不超過 60億元，但有關款項不應取自「關愛基
金」，因為關愛基金是針對清貧人士，這樣做對他們
不公平，「在會上感覺政府是知道要執漏，相信稍後
會作出回應。」
葉劉淑儀認為，香港樓價在過去10年持續上升，為

擁有物業者帶來財富效應，是次預算案的差餉寬免涵
蓋所有住宅及工商商業單位，即擁有多個物業人士及
企業受惠程度較大。預算案一旦落實，2015至2016年
度，可獲得最多差餉寬免額的100位繳納人，持有物
業總數目平均由400個至4,000個不等；首10個繳納
人，每人平均所獲得的差餉寬免額更達1,269萬元。

葉太倡最多3物業免差餉
她認為此舉只會令「富者愈富，是資源分配不

公」，故建議政府收窄寬免差餉的範圍，包括只適用
於住宅物業、受惠物業差餉須以個人身份繳納、每名
繳納人士只可就名下3個物業獲得寬免，避免資源分
配不公亦符合成本效益。
被問到新一屆政府多次重申「理財新哲學」，是次
財政預算案又能否做到？葉劉淑儀指，今次財政預算
案的確回應了中產訴求，但未有回應最重要的房價過
高及土地問題。同時，預算案投放不少金錢長遠發展
及不同政府部門，需要長時間才能見成效，「但非經
常性開支波幅變化很大」，或會有危機，提醒政府要
多留意財政平衡，亦要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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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思」周三上京
獻策港政制發展

■新民黨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提出兩項建議。

國歌法本地立法在社會上

並無什麼爭議，反對派卻一

直以不同奇怪「例子」去譁

眾取寵。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昨日在電台訪問中，聲稱草案中的篡

改或貶損等定義「較主觀」，市民不知道什麼行為會觸犯國歌

法，擔心「普通話說不好」的市民會誤墮法網云云。經民聯立法

會議員梁美芬反駁，過往涉及國旗法的類似案件的定罪，均須證

明行為有故意的成分，無心則不會被罰，毋須構想極端的假設性

問題。有聽眾也批評楊岳橋：「反對派唔好炒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
建聯候任立法會議員鄭泳舜（Vin-
cent），昨日繼續與助選團隊走遍九
龍西，到訪油尖旺及深水埗等地區
進 行 謝 票 活 動 ， 並 以 「Dhan-
yawad」、「Shukriya」向少數族裔
團體致謝。
Vincent昨日更新facebook專頁，
指昨日到京士柏、大角咀、鴨寮街
等地方，向各位街坊致謝，沿途得

到不少市民的鼓勵，有市民上前握
手及傾談。另外，他亦到訪尖沙咀
的清真寺及印度廟，親自向少數族
裔的朋友道謝，並拍照留念。
Vincent將於明日宣誓上任，正式

成為立法會議員，他感謝九龍西區
市民對自己的信任，並承諾會把市
民的聲音，帶進議會。他強調，自
己會踏實做事，以回饋街坊的支
持。

▲鄭泳舜與街坊握手致謝。

◀鄭泳舜與少數族裔合照。

阿舜訪油尖旺 致謝少族朋友

■郭卓堅尋
求司法覆核
鄭泳舜參選
資格，無功
而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