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發起違法

「佔領」，更頻頻鼓吹「港獨」，社會各界都擔心他將大學變為播「獨」

溫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回應議員有關質詢時表示，特區政府會依

法保障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惟任何鼓吹「港獨」的主張和活動都不應在

校園出現，教育界必須提防「港獨」分子滲透校園。有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批評，戴耀廷假借學術自由的幌子來播「獨」，認為應盡快革除其教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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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校園播「獨」教界須防
戴耀廷假學術真「港獨」建制促革除港大教席

國台辦：「港獨」「台獨」煽武力分裂國家不會得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

報道）「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
綫」日前聲稱，已和「台獨」組織
「島民抗中聯合」建立了所謂的正
式同盟關係，更聲言要「武力分裂
中國」。對此，國台辦發言人安峰
山昨日批評，「台獨」勢力和一些
「港獨」勢力相互勾連，公然鼓吹
所謂的「獨立建國」，妄圖危害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是不得人心
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有關人等
的做法，是自己撕下了披在身上的
「自由、民主、人權」的外衣，暴
露出他們分裂國家和損害民族利益

的本來面目。

「港獨」稱與「島抗聯」結盟
該個在2016年11月成立fb專頁

的「島抗聯」，聲稱要「對抗中國
共產黨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其
手段就是要拉結外援「圍堵中
國」，為該組織的成員持續傳播軍
事類資訊，更聲言要聯合其他地方
的「獨立」勢力，包括支持「港
獨」組織，及和「疆獨」、「藏
獨」等開展「全面互助」。
「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綫」

早前在fb發帖，聲稱已加入「島抗

聯」的「逆統戰」，還稱「支持
『獨立』、分裂中國的都是盟
友」。
多個「港獨」分子，包括在立法
會議員就職宣誓儀式上辱國辱華、
最終喪失議員資格的「青年新政」
梁頌恆，「學生動源」的鍾翰林等
也轉發了兩個組織「結盟」的帖
子。

圖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安峰山昨日在例行新聞發佈會

上，被問及兩個組織「結盟」的問
題時指出，「台獨」勢力和一些

「港獨」勢力相互勾連，沆瀣一
氣，公然鼓吹所謂的「獨立建
國」，甚至有的還講出要「武力抗
中」，妄圖危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危害同胞的切身利益，這樣做
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
的。

暴露損害民族利益真面目
他續說，「台獨」和「港獨」分
子這樣的做法，等於是自己撕下了
披在自己身上的「自由、民主、人
權」的外衣，暴露出他們分裂國家
和損害民族利益的本來面目。

立法會新界西議員何君堯昨日在立
法會大會上，質疑特區政府為何

至今仍未就戴耀廷發表的「港獨」言
論採取執法行動，並要求教育局向港
大索取戴耀廷所謂「學術研究」的資
料，包括研究開支款額、經費來源，
及參與研究的人員數目等。
楊潤雄回應指，特區政府早前已聲

明，任何有關「港獨」的主張，均不
符合「一國兩制」、基本法及香港社
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

研資局無資助「港獨」研究
他強調，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都有

責任維護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及國家
發展利益，對於任何可能涉及刑事罪
行的行為，執法部門將一如既往地依
法處理。至於戴耀廷的研究項目背
景，教育局在向研究資助局查詢後，
得悉有關「港獨」的研究並無獲得資
助。

已籲全港中學免學生被誤導
他續說，教育局已向全港中學校長

及老師解釋當局反對「港獨」的立
場，並呼籲他們繼續秉持專業操守，

避免學生因被誤導而參與鼓吹違反基
本法或其他違法的活動。同時，教育
局相信大專院校有責任亦有能力妥善
處理校內事件，因為各所大學已明確
表示不支持「港獨」。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會上指出，

「一國兩制」對國家和香港一直都是
最佳制度，對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校
播「獨」感到痛心，「市民對見到一
批又一批嘅年輕人支持『港獨』同
『自決』感到好憤怒」，她認為年輕
人在大學容易中「獨」，因此特區政
府應檢討針對防止播「獨」的做法。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批評，戴耀廷和

部分大學教職員是「假學術、真『港
獨』」，假借學術自由的幌子來誤人
子弟，即使其「港獨」研究並無獲研
資局資助，他們亦曾利用大學平台來
推動違法違憲的主張，因此教育局應
按照程序取消其教席。
不過，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聲

稱，有關做法「超越言論自由」，是
在對院校的獨立自主「施壓」。楊潤
雄回應指，社會各界對大學事務均有
很多意見，包括葉建源本身亦經常就
大學管理發表很多意見。

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此前清楚表明所
謂「結束一黨專

政」的口號是偽命題，但「議會陣線」
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昨日就藉質詢重提有
關說法，聲言指有關口號違法違憲「是
否有法律基礎」、會否影響參選資格等
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
回應質詢時強調，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
部分，從政者必須尊重國家憲法及制
度，否則會違反「有『一國』才有『兩
制』」的政治邏輯和常理。

聶德權：有「一國」才有「兩制」
聶德權表示，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共同

構成了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在這個憲
制架構下，港人必須清楚知道國家的政
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
政治協商制度。由於香港特區是中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港人必須尊重憲法，在
按照基本法實施「一國兩制」的同時，
亦須尊重內地的制度，「這是符合政治
邏輯和常理。」

他續說，每個口號可能有多個不同的詮釋和說
法，但原則是在基本法保障港人言論自由的同
時，市民亦不能違反基本法的規定，並須在憲制
基礎上尊重內地制度，特區政府將透過這些原則
來考慮每一個人的言行會否違憲違法。
被問到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人能否參選立
法會，聶德權指《立法會條例》已對擬參選立法
會的人士有清晰規定，即參選者須就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區作出聲明。
選舉主任並會根據每宗個案的具體情況，按照

《立法會條例》和《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
序）（立法會）規例》的要求，決定擬參選者是
否獲有效提名為候選人。
聶德權特別提到，從政者有別於一般市民，因

為他們在加入議會後，就屬於特區政府和政治體
制的一部分，因此擬參選立法會的人必須擁護基
本法和效忠特區。

從政又反國家說不通
基於有「一國」才有「兩制」的政治邏輯，他

指出，參選人必須尊重憲法及內地制度，倘身處
政治體制內的從政人士，抱持反對國家制度的態
度及信念，「這似乎在邏輯和常理上有點說不
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眾志」周庭早前因
所屬政黨主張「民主自決」
綱領，被選舉主任以違反基

本法為由裁定其立法會補選的參選資格無效，意
味「眾志」的成員將不可以「入閘」。「香港眾
志」昨日公佈新一屆常委會及秘書處名單出現頗
大調動，周庭不再出任常委，而盛傳有意參選明
年區選的前副主席袁嘉蔚則宣佈退黨，將繼續擔
任立法會議員區諾軒的社區主任，網友紛紛質疑
是為參加區選「鋪路」。
「眾志」於本月12日的成員大會中進行換屆

選舉，由2014年反新界東北案示威者之一林朗
彥擔任主席，黃之鋒連任秘書長。羅冠聰卸任主
席，續成為常委之一，而前常委周庭則未有在名
單上。其餘常委包括鄭家朗、廖偉濂、敖卓軒及
梁延豐。
同時，「眾志」宣佈前副主席袁嘉蔚退黨，她

在facebook稱，「了解到『眾志』未來的工作重
心將有所調整，理念上亦與我的工作範疇不盡相
同，故此我認為是時候作出決定，以更獨立的身
份繼續社區工作。」
她更稱，自己將繼續以立法會議員區諾軒辦

公室社區主任的身份「深耕社區」。黃之峰在
facebook則指：「我們仍舊是好同事，一起從
社區開始贏回民心。」

網民：一切從錢銀開始
據悉，袁嘉蔚一直有意參選明年區議會選舉，

香港仔田灣亦有袁嘉蔚及區諾軒相片並排的宣傳
品。「無敵神駒」仇思達就在其fb評論指：「假
退黨，真參選也。」
網友「Simon Fong」就話：「呢班友做咩都
係為咗個議席。一切從錢銀開始！」「Joey
Yam 」亦道：「最後咪又係驚打『眾志』旗號
出，俾人DQ，扮漂白洗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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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民間團體「珍惜群組」昨
晨到立法會示威，批評立法會
在「保黃黨」橫行下藏污納
垢，包庇縱容包括「佔中」、
旺角暴動、燒國旗等違法「黃
絲」暴徒，部分曾被起訴或拘
捕保釋的議員如鄭松泰、許智
峯，仍在議會內浪費納稅人血
汗錢，要求立法會肅清違法議
員，尤其是侮辱國旗的鄭松
泰。另有市民昨日傍晚下班後
亦到立法會外示威，要求反對
派在譴責鄭松泰一事上「莫盲
撐、齊來驅蟲」。
約二十名示威者昨晨手持標
語牌「撤走知法犯法鄭松泰
回復立法會立法權威」、「維
護國家尊嚴 支持國歌立
法」、「捍衛國家華人尊嚴
捍衛國徽國旗國歌」、「肅清
歪門邪道撥亂反正」、「支持
執法 捍衛香港法治」等，並
在立法會示威區內高呼口號。
示威者表示，立法會是香港
莊嚴的立法機構，是香港法治
根基大本營，但「保黃黨」議
員近年經常包庇暴徒，令立法
會成為破壞香港法治、秩序，
荼毒香港年輕人的禍根源頭，
一些涉及違法行為的議員，更
趾高氣揚參加莊嚴立法會會
議。

批「獨軒」峯搶令立會蒙羞
示威者列舉破壞立法會秩序
的議員，包括焚燒基本法的區

諾軒、強搶手機的許智峯等
等，不斷以歪門邪說誤導公
眾、挑撥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令香港立法會蒙羞、威嚴盡
失。
他們批評這些議員利用議

事規則灰色地帶，濫用特權
阻礙立法會運作，破壞香港
法治，阻撓香港發展。期望
立法會主席能和真心服務大
眾的議員重整紀律，肅清立
法會違法議員，嚴格執行法
規，恢復立法會秩序，令立
法會正常運作。
示威者並強調說，國歌國
旗是國家和全球華人的象
徵，所有中國人都必需維護
國家尊嚴，不容許侮辱國歌
國旗的行為。鄭松泰曾為大
學講師，應該比市民更清楚
公民義務及更嚴格遵守法
紀，但他公然作出倒插國旗
區旗的行為，不可原諒，因
此要求譴責、DQ鄭松泰，
以恢復立法會的權威。

市民促反對派勿盲撐
另外，約二十名市民傍晚亦
到立法會門外示威，要求反對
派「莫盲撐、齊來驅蟲」。代
表吳先生表示，他們是一批普
通的市民，在得知立法會即將
討論譴責鄭松泰議案，眼見反
對派企圖護短，於是透過群組
相約下班後到立法會門外示
威，表達不滿，並希望反對派
應以事論事，不應盲撐。

「珍惜」示威促立會滅「蟲」驅「峯」

立法會昨日原訂辯論譴
責鄭松泰的動議，為拖延
時間，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許智峯就借有香港記者在北京採訪與公安發生衝
突一事，在還未搞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就動議
「現即休會」緊急辯論。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休會
研究，並認為事件不符合《議事規則》中所指，
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的要求，拒絕許智峯的
要求。經反對派一輪拖延，昨日譴責「熱血公
民」議員鄭松泰的議程未能進行。
連日被輿論怒轟的許智峯，昨日先向傳媒批評

內地公安，再於質詢環節完結後，立即運用「無
經預告」方式，起立動議立法會大會休會，並提
出大會應緊急辯論有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時「遭
暴力對待」一事。許智峯聲言，因記者仍在公安
管制下，故事件有迫切性。

梁君彥決定暫停會議，研究了20分鐘後，他
表示，明白大家關注有香港記者在內地被帶走一
事，但指出，「有關事宜並不符合《議事規則》
第十六（2）所指，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
因為議員即使不在本次會議進行辯論，亦不會失
去就此事表達意見的機會」，故不批准許智峯提
出的要求。

毛孟靜陳志全輪流拉布
許智峯聲稱不滿有關裁決。其後「議會陣線」

議員毛孟靜又要求主席再解釋裁決原因。梁君彥
再解釋後，繼續議程討論政府法案，惟「人民力
量」議員陳志全立即提出點算人數，一輪拖延後
又浪費了議會十數分鐘，最終大會通過了各項政
府法案後就宣佈休會，未能就譴責鄭松泰一事作
出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會辯論譴責蟲泰 許智峯提休會阻延

■「珍惜群組」在立法會大樓示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安峰山批評「台獨」與「港獨」相互勾連。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早前
有市民申請司法覆核，挑戰曾公然焚燒
基本法的區諾軒的立法會選舉參選資格
遭拒後，有港島區選民計劃集合10人提
出選舉呈請，但在昨日限期屆滿仍未能

成事。協助他們的「23萬監察」發言人
王國興表示「萬二分遺憾」，呼籲全港
市民擦亮眼睛，以實際行動維護憲法和
基本法，反對「港獨」。
根據《立法會條例》，選舉呈請須由

10名或以上當區選民在選舉結果刊憲後
的兩個月內提交。王國興原通知傳媒前
日會有選民提交選舉呈請，但在當日宣
佈取消，昨日更指遇到不可逆轉的困
難，未能趕及在昨日的死線前解決，形
容是「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萬二分遺
憾」。

他不滿特區政府未有糾正把關失誤，
被「港獨」分子在立法會補選登堂入
室，希望全港市民擦亮眼睛，確保自身
的政治權利，以實際行動維護憲法和基
本法， 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反對
「港獨」分裂勢力入侵和膨脹， 否則香
港將會永無寧日。

袁嘉蔚退出「眾志」？
疑為區選「鋪路」
�&

針對「獨軒」選舉呈請功敗垂成

■楊潤雄促教
育界防止「港
獨」分子滲透
校園。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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