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界斥重施「彈弓手」圖避刑責

戴耀廷掛羊頭賣「港獨」
譚耀宗：言論自由有限制 不能抵觸國家主權

張建宗批戴煽「獨」害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特區政府日

前發表聲明譴責「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
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亦
批評戴耀廷鼓吹「港獨」，並重申「港獨」主張
違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不符香港長遠利
益。
特區政府在日前的聲明中表示，對戴耀廷的

「港獨」言論感到震驚，並予以強烈譴責。張建
宗昨出席一活動後強調，聲明的立場已經很清
晰，特區政府的立場一直不變、非常清晰，「任
何有關『港獨』的主張，都是有違基本法、有違

『一國兩制』，亦不符香港整體長遠社會發展和
利益。」

無關二十三條立法
被問到對戴耀廷的批評是否為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鋪路」，張建宗認為兩件事絕對扯不上
關係，重申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已就立法
作具體交代，「我們一定要營造一個適當的社會
氛圍，才可推廣得到二十三條立法。所以我認為
現階段把二十三條立法扯上今次這件事是不必要
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

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日前跑到

台灣鼓吹「港獨」，事後更祭出

「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作

擋箭牌。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

日批評，戴耀廷此舉是「掛羊頭

賣『港獨』」，因他在「台獨」

分子面前講「港獨」，已超出學

術自由範圍。他又強調言論自由

也有限制，不能與國家主權、安

全及社會秩序有所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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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在批評聲
中繼續大言不慚，
聲稱「要告就告，
要炒就炒」。

資料圖片

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對戴耀廷播
「獨」感到憤慨。身為離島區議
員的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昨日
上載他在東涌街站的照片。他在
帖文中指出，在他派發工作單張
時，有不少街坊向他反映戴耀廷
公然宣揚「港獨」，其分裂國家
的惡行必須強烈譴責，更認為對

方不應再在大學誤人子弟，將分裂國家
的歪理不斷向下一代灌輸，希望大學關
注此事及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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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
戴耀廷此前在fb引用《大公報》
針對他的報道，並據此聲言「懷
疑被強力部門監控」。《大公
報》昨日發嚴正聲明，指戴耀廷
的嚴重指控，是賊喊捉賊、自己
製造白色恐怖、企圖轉移視線的
伎倆，並對其干涉新聞自由的做
法表示抗議，予以譴責，以及保
留追究的權利。

戴辯稱不損新聞自由
戴耀廷昨日就在fb辯稱，自己

已「清楚表明」了他「尊重記者
跟蹤採訪的權利」，「也預先說
了這可能只是一場誤會。」
他辯稱自己「看不到」有關帖
文如何損害了新聞自由，「頂多
只是令涉及的大公報記者和編輯
感到不快」，但「無論如何，對
涉及的大公報記者和編輯，若我
的帖文真的令你們心中感到不
快，我在這裡真誠及莊嚴地致上
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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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
三丑」、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公然參加「五獨論壇」，更聲言要「香
港建國」，以及與其他「獨派」結盟，
備受香港各界批評。不過，戴耀廷在批
評聲中繼續大言不慚，在接受傳媒訪問
時聲稱自己不會因受人批評而「自設紅
線」或「退縮」，「要告就告，要炒就
炒。」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戴
耀廷慣使「彈弓手」伎倆，圖扮「受害
人」逃避罪責，特區政府不能輕率了
事，必須依法嚴懲。

何俊賢促港大勿放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批評，戴耀廷在發起違法「佔
領」時，聲言自己會負起法律責任，結果
就是推年輕人去「死」，自己則大玩法律
漏洞，又配合其他反對派中人扮被迫害，
企圖逃避責任；現在他播「獨」後矢口否
認，更無賴地稱「要告就告、要炒就
炒」，是在故伎重施，再扮「被打壓」，
並與其他反對派聯手製造輿論壓力，向特
區政府施壓，企圖免於刑責。

他直指，根據「五獨論壇」的視頻可
見，戴耀廷明確提出所謂「建國」論，涉
及鼓吹及煽動實際行動，已超出了學術討
論的界線，但他其後就「彈弓手」，稱自
己不支持「港獨」，更聯同其他反對派聲
稱播「獨」是「學術自由」、「言論自
由」，企圖蒙混過關。
何俊賢強調，身為立法會議員，必須堅

決阻止「獨害」蔓延。作為戴耀廷的「僱
主」，香港大學更要審視是否繼續放任讓
「港獨」分子胡作非為，容許一間高等學
府淪為反革命基地。

何啟明：須遵守規則法律
中文大學校董會成員、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何啟明指出，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都
要遵守社會的規則及法律，不能以「學
者」的招牌任意妄為，何況自發起「佔
領」以來，戴耀廷所做的已非單純的學術
研究，而是通過實際行動去煽動和鼓吹，
而他參與的「五獨論壇」是「五獨」串
連，他在席間更提出了要由現在開始做好
「建國」的準備，情節嚴重。
他認為，作為香港最高學府的港大，沒

有理由對戴耀廷多次策動政治行動，更公
然播「獨」坐視不理，應該採取適當的行
動。

邵家輝：犯法就是犯法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批評，戴耀廷此前

花言巧語使年輕人參與「佔中」，又稱自
己會接受法律制裁，但最終就是年輕人入
獄，戴耀廷自己就「推三推四」，「這項
控罪不肯認、那項控罪又不同意」，「你
估食自助餐，可以任選自己喜歡食嗰款？
犯法就是犯法！」
他指出，不少中小企業結業，很多家庭

陷入困境，以至有人仇恨警方、漠視法
紀、挑戰社會制度等越演越烈，導致特區
政府很多改善民生的政策無法順利執行，
都是拜這位滿口歪理的戴耀廷策動的違法
「佔領」所賜。
邵家輝強調，很多市民對此都無法忍

受，已經到了爆發的臨界點，戴耀廷現在
更公然播「獨」，無論特區政府或大學校
方，都必須認真處理，不容戴耀廷繼續破
壞社會穩定，以及誤人子弟，「獨」害學
子。

譚耀宗昨日在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
批評，戴耀廷以「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作幌子，是「掛羊頭賣
『港獨』」，因當時的場景是由與「台
獨」關係密切的組織舉辦的論壇，「當
去到一個位置，影響『一國兩制』，違
反憲法和基本法時，你說這些東西，人
家就要批評你、譴責你。」
他強調言論自由也有限制，不能與國
家主權、安全及社會秩序有所抵觸。戴
耀廷身為法律學者，而憲法和基本法講
清楚香港是中國領土，國家主席習近平
更在今年全國兩會強調了國家主權及領
土完整，「一寸土地也不能分裂出
去」，但他卻偏偏在「台獨」分子面前
講「港獨」，令人搖頭嘆息。

「有行動有組織需小心」
譚耀宗認為，戴耀廷雖然在事後「補

鑊」，聲稱自己不支持「港獨」，但如
果對方在論壇現場講清楚，就不會引致
如此後果。
被問到今屆特區政府是否要就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譚耀宗指香港已回歸
21年，今屆特區政府有4年多時間，要
完成此憲制責任，不能一直交由下屆處
理，「以前有人會覺得香港沒有『港
獨』、分裂國土、顛覆中央的行為，但
現在似乎又不是這樣子，有人不斷宣
揚、呼籲，有些更是有行動、有組織，
我們要小心。」

二十三條立法針對分裂
對於立法內容會否在2003年的基礎
上「加辣」，他認為內容要由特區政府
按照二十三條的幾個要素再作決定。他
在節目後強調，立法並非約束市民自
由，而是針對別有用心去分裂國土的行
為。
另外，譚耀宗在兩會期間表示，提出

「結束一黨專政」者，或會與憲法和基
本法抵觸，甚至影響參選立法會的資
格。他昨日指，修訂後的憲法加上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最本質的特徵」的內容，覺得這強調了
中共的領導地位，因此作出有關言論。

■譚耀宗批評，戴耀
廷是掛羊頭賣「港
獨」。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中國重拳反制美國對華貿易戰，決定對美
國大豆、汽車等加徵25%關稅後，憂心忡忡
的美國業界紛紛發表反對貿易戰的聲明，美
國政府態度隨即放軟。美方仗未打、先腳
軟，暴露出美國打不起貿易戰，中方此次是
被迫反擊，展示了奉陪到底的決心，顯示中
方有底氣、有實力應對貿易戰，但中方堅持
以協商解決貿易糾紛，球在美國總統特朗普
一邊。希望特朗普審時度勢，懸崖勒馬，放
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做法，積極回應
中方善意，共同努力化解爭端。

美國計劃對中國產品徵收25%的關稅，中
國立即還以顏色，反擊之快、勁道之猛、目
標之準，出乎美國意料。美國業界真切感受
到中國出手的威力，貿易戰未真開火已驚到
頂不住。美國3家大豆協會發表聯合聲明表
示擔憂，稱貿易戰將給美國所有大豆農場主
造成毀滅性影響，呼籲白宮撤銷導致中國報
復的關稅；波音公司也發表聲明，指航空工
業強大對中美都重要；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
德洛表示，美國的徵稅措施，可能只是談判
策略，最終未必會全面落實，目的是要堅持
自由貿易的法律和慣例，而不是為了貿易
戰，市場不應對貿易行動反應過度。特朗普
也一改咄咄逼人的姿態，在推特上發佈消
息，指美並沒有在跟中國打貿易戰。

美國朝野對中美貿易戰的擔憂，官方態度
出現緩和跡象，說明中美經濟體量相當，都
是世界經濟的巨人，而且我中有你，你中有
我，美國對中國打貿易戰不僅沒有必勝的把

握，反而可能損失更為慘重，且很可能會讓
特朗普搭上政治前途。美國將進行國會中期
選舉，美國前10大大豆出口州有8個支持特
朗普。若中國對美大豆加徵關稅，共和黨難
免不在中期選舉遭遇滑鐵盧，使特朗普施政
更加困難，連任前景不妙。美國對華貿易戰
首先損害的是美國農民和企業界的利益，出
現貿易戰未開陣腳已亂，遭國內強烈反對，
完全是情理之中。

中國反擊快速、精準有力，顯示出不惹事、
更不怕事的自信。這種自信源自中國經濟的底
氣和實力，中國經濟正邁向高質量發展，中國
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超過
3成，更重要的是，中國上下一心、眾志成
城、一致對外，果斷採取有理有力有節的反擊
措施，讓美國感受到難以承受的壓力。

美國與中國打貿易戰，只能兩敗俱傷，且
美國傷得更重，絕非「貿易戰是好事，美國
很容易贏」。特朗普應明白打貿易戰對中美
都沒有好處，要面對現實，回到與中方協商
解決貿易爭端的談判桌。中國駐美大使崔天
凱昨天與美國代理國務卿沙利文會面。崔天
凱會後表示，中美應該避免貿易戰，中方傾
向透過協商解決問題。但同時需要華府合
作，會先觀察美方做法。

在中美貿易糾紛問題上，中國始終保持克
制、示以和解的善意，特朗普要看清國內外
形勢，仔細衡量能力，認真傾聽國內聲音，
積極回應中方，早日作出有利中美經貿合作
的明智抉擇。

美國打不起貿易戰 特朗普須懸崖勒馬
昨日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形容，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在台灣發表的言論，是「掛羊頭賣港獨」；譚
耀宗同時認為，特區政府應在任內推動23條立法。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則指出，政府發聲明批評戴耀廷並
非要為23條立法鋪路，不必要將兩者扯上關係。
「港獨」危害國家安全，動搖「一國兩制」根基，絕
非言論自由，對「港獨」必須「零容忍、零空間」，
「講下都唔得!」「港獨」違憲違法，23條立法和反
「港獨」沒有直接關係，即便23條未立法，也不等
於本港無法處置「港獨」，更不容戴耀廷借23條立
法轉移視聽、逃避罪責。

戴耀廷鼓吹「港獨」激起民憤，遭到社會各界口誅
筆伐。戴耀廷及反對派執迷不悟，一方面矢口否認支
持「港獨」，另一方面祭出學術討論、言論自由的幌
子，淡化戴耀廷鼓吹「港獨」的影響，大事化小，等
同包庇縱容「港獨」，給香港埋下禍根。

戴耀廷散播「港獨」思潮，後果極其嚴重，絕不能
掉以輕心。「佔中」之前一年時間，戴耀廷費盡唇舌
鼓吹「公民抗命」、「違法達義」，最終導致「佔
中」爆發，香港的法治、穩定遭受前所未見的衝擊。
「佔中」殷鑑不遠，戴耀廷鼓吹「港獨」，並非說說
而已，若任由其氾濫蔓延，誤導市民，荼毒學生，勢
必誘發較之「佔中」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激進暴力抗
爭，對國家和香港勢必帶來嚴重傷害。

中央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反「港獨」態度鮮明。今
年兩會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大閉幕式上發表重
要講話時擲地有聲宣示，「我們偉大祖國的每一寸領
土都絕對不能也絕對不可能從中國分割出去！」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出席全國人大香
港代表團會議時明言，任何危害國家主權、滲透內地的

行為都是對紅線、底線的觸碰，中央都是「零容忍」，
依法打擊。他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一塊土地都不
容許「港獨」。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港獨」言論絕
非所謂學術研究、言論自由，早已逾越「一國兩制」的
底線，對「港獨」的危害不能等閒視之，任何時候都要
「零容忍、零空間」，絕不能養癰為患。

戴耀廷之流的政客、學者有恃無恐地鼓吹「港
獨」，一方面拿學術自由、言論自由作為躲避法律制
裁的擋箭牌，另一方面則硬把反「港獨」與23條立
法扯上關係，把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譴責「港
獨」的正義之聲，扭曲為打壓言論自由、製造寒蟬效
應，企圖混淆是非，施「哀兵之術」博得同情。

香港作為法治社會，任何人都必須守法及合法地行
使其權利和自由，任何人都沒有凌駕法律的權力。
「港獨」言行違反憲法與基本法，違反香港法例第
200章《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罪等法律。雖然香
港尚無「港獨」入刑的先例，但不等於法律規章無法
處置「港獨」，更不意味着惟有完成23條立法，反
「港獨」才有法律依據。23條立法只是令反「港獨」
的法律功能更明確，但只要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
事，充分運用現行法例，拿出維護國家安全、捍衛
「一國兩制」的決心和承擔，不會對「港獨」言行束
手無策。

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天經地義，廣大市民絕不
認同「港獨」言行，更不願意見到香港和國家的關係
受損。任何鼓吹「港獨」的言行，均不符合香港的憲
制秩序、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港人支持23條立
法，切實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支持將戴耀
廷等「港獨」分子繩之以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以利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遏「港獨」勿養癰為患 依法處置莫再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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