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陣露「獨」相 死撐「民族黨」
各界撐取締合情合理合法「倘非『獨』何怕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
法學交流基金會昨日發表聲明，指推
動「港獨」是在危害國家安全，而
「民族黨」的作為已超越言論，而是
在具體行動。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特
區政府運用《社團條例》禁止「香港
民族黨」繼續行事是必須，也是唯一
的方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在聲明中指

出，「民族黨」從2016年起不斷在香
港散佈「香港獨立」的信息，更組幫
結派，滲透學校，近期更聯繫台灣的
政治組織，企圖以「港獨」派和「台
獨」派組成聯盟，分裂國家，其作為
作派已超越一般言論，達到組織、結
社及統籌行動的實質行為。
聲明強調，香港基本法及人權法所

賦予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都是有
底線的，而其中一條底線就是國家安
全。為此，法律可以對言論和結社自
由作出合理限制。
聲明續指，《社團條例》指明，國

家安全是「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
土完整及獨立自主」，而推動「港
獨」明顯是在危害國家安全。為維護
國家安全，政府擬運用《社團條例》
禁止「民族黨」繼續行事是合法、必
須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基金會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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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執法排排

保安局局長正考慮是否根據警方建

議，引用《社團條例》禁止播「獨」的

「香港民族黨」繼續運作。各反對派政

黨就不斷為「港獨」分子撐腰，更從

「暗撐」變為「明撐」。民陣今日會舉

行所謂「23條近了，港人要醒覺」的「反對取締結社自由集

會」，聲言「今日為『民族黨』，下次就是民主黨、公民黨」。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及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均強調，特區政

府的做法合情、合理、合法，並非所謂的「以言入罪」，並強調

「民族黨」並非單純討論「港獨」的「可行性」，而是有綱領和

計劃實現「港獨」，特區政府應及早制止。有政界人士質疑，特

區政府是依法取締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若本身並非『獨』組

織，為什麼害怕被取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譴責英說三道四干預港事

「珍惜」促懲「獨人」批反對派包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珍惜群組」一行人從政府總部遊行
到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強烈譴責英國
政府干預中國內政，並批評英國在回
歸前搞亂香港，破壞管治法則，無資
格在中國的地方「指指點點」。
群組發起人李璧而批評，英國在
回歸前搞亂香港，破壞管治法則，

留下爛攤子，「香港回歸祖國前，
你們（港英政府）刪改法則，選舉
法例未健全便推行，令香港烏煙瘴
氣，管理寸步難行。」現在，香港
已回歸祖國懷抱，英國政府不應干
預香港事務，更無資格在中國的地
方說三道四、指指點點。
其後，他們向職員遞交了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推過具體行
動推動「港獨」的「香港民族黨」煽動分裂
國家，荼毒青少年，面臨被取締，惟有反對
派議員竟為他們撐腰，反稱特區政府「政治
打壓」。有民間組織昨日遊行示威，要求保
安局依法嚴懲推動「港獨」的「民族黨」，
並點名批評涂謹申、楊岳橋、毛孟靜、朱凱
廸等立法會議員，質疑他們庇「獨」，涉嫌
發假誓，政府必須徹查。
「珍惜群組」20多名成員，遊行期間高喊
「捍衛國家，防患未然，清除分裂顛覆組
織」等口號，並促請保安局依法嚴懲宣
「獨」的「民族黨」，及徹查屢次聲援「港
獨」組織的反對派議員，調查他們是否涉及
發假誓。

批屢荼毒青年極危險
群組發起人李璧而指出，陳浩天創立的

「民族黨」，勾結外國勢力，鼓吹「香港獨
立」，更聲言會採取任何手段抗爭，是極度
危險的組織。
她續說，「民族黨」一直荼毒香港青少

年，誤導青少年學生，包括曾到多間學校派
發「港獨」傳單，以及向大專院校提供「港
獨」旗幟在國慶日懸掛，更在中小學推行所
謂「政治啟蒙計劃」，實則是「政治洗
腦」，向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學生灌輸「港
獨」思想，煽動分裂國家。
群組要求保安局以維護國家安全、維持社

會秩序為理由，依法取締「民族黨」，禁止
他們運作，同時亦要關注「港獨」其他黨羽
組織的問題，依法追究。
李璧而又指，立法會議員宣誓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惟反對派議員多次
聲援「港獨」組織，為他們「保駕護航」，特
別其中不少人都是「專業人士」，應該知道抹

黑、煽動分裂國家的行為對祖國和香港都會帶
來非常嚴重的後果，而這些漠視國家主權的行
為在任何國家都會視為顛覆、叛國。

斥為「獨」開脫涉發假誓
她點名莫乃光、胡志偉、涂謹申、楊岳

橋、毛孟靜、朱凱廸，可能涉及發假誓，促
請政府必須徹查。

「小孩吸毒是否不管？」
有參與遊行的成員則點名批評涂謹申，指

他身為專業律師，卻為「民族黨」宣「獨」
的行為開脫，包括聲稱參與該黨的人數不
多，難以危害國家安全，不應該加以「打
壓」云云。她批評涂謹申的辯解十分可恥，
並質問道：「若米缸發現有老鼠是否置之不
理？若家庭裡有小孩吸食毒品，是否不嚴加
監管，任由情況惡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部勢
力繼續大肆炒作「香港民族黨」事件。
美國國會眾議院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泰
德．約霍（Ted Yoho）聲稱，「民族黨」事
件反映中國不斷「打壓」港人，「目的是
要把香港變成中國附屬」。多名政界人
士反駁，倘美國某個州份要求獨立，「他
會否支持及提供協助？」他們批評，有關
人等的言論背後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借
題發揮，攻擊中國與中央領導人。
泰德．約霍（Ted Yoho）在接受傳媒

訪問時稱：「你找人抵制反對派，將反
對政黨定為非法，因為他們（政權）害
怕，他們感到不安，因為他們不希望香
港人有更多權利，希望香港人成為中國
的附屬，當一個政府像中國政府般打壓
人民，就跟柬埔寨一樣。」

馬逢國：圖抹黑中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批評，這些

美國政客在大放厥詞前，應先回應倘美
國加州要求脫離美國聯邦政府、獨立於

美國，美國政府會否容忍甚至給予支
持。「民族黨」所鼓吹的主張以至其行
為，就與加州要求脫離美國聯邦政府同
出一轍。
他續說，禁止「民族黨」運作的建
議，是警方根據特區已在香港存在數十
年、在20年前才更新的香港法例《社團
條例》所提出的建議，目前由保安局局
長考慮是否執行，是特區政府的決定，
與中央政府以至中央領導人根本無關。
美國政客如此說，目的只有一個，就是

要抹黑中國。

顏汶羽：須有法必依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批評，外國議
會的政客，竟將特區政府依法取締違法
社團，說成是獨裁者的行為，完全是在
本末倒置。香港是法治社會，是以法治
作為核心價值的城市，倘有法不依才是
目無法紀的行為。特區政府依法研究取
締「民族黨」，是合法、合理，也是符
合市民期望的。

美議員借題反中 政界批顛倒是非

戇橋盲插「剝削」自由 謝偉俊：「獨」行已過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安局

局長李家超考慮引用《社團條例》，以國
家安全為由禁止「香港民族黨」繼續運
作。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戇橋）昨日聲
稱，政府未能清楚劃定國家安全的「紅
線」，擔心政府做法會「剝削」基本的言
論和結社自由，也令其他組織「受牽
連」。身為律師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反
駁，「民族黨」的言行涉及暴力和散播
「港獨」，和其他反對派組織不能混為一

談，並相信政府未來會繼續小心謹慎使用
有關條例，一般團體根本毋須擔心。
楊岳橋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聲稱，特

區政府對國家安全的「紅線」未有清晰的劃
定，並擔心是次做法是「變相」將《社團
條例》替代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功能。
謝偉俊在節目上反駁，「民族黨」明顯

並非「諗一諗『港獨』」，而是有板有眼
地做，已「過了危險線」。特區政府的做
法是依法辦事，避免被批評有法不依，也

讓社會知道政府在「合理合尺」的情況下
引用《社團條例》，社會毋須過分憂慮。
在談到其他反對派組織應否被取締時，

楊岳橋以「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禎
宣誓風波為例，指其後引起「DQ4」與
「香港眾志」事件，反映先例一開，就會
帶來一連串餘波，令人憂慮其他組織會受
波及。

信政府慎用例毋須過慮

謝偉俊認為，反對派組織中如香港「支
聯會」等針對的是政權，而並非要分裂國
家領土，但「民族黨」的言行涉及暴力和
散播「港獨」，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又相
信政府將會小心謹慎使用條例，毋須太過
擔心。
被問及政府此舉是否「斬件式」落實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時，謝偉俊笑稱，「現在
沒有條例針對偷窺別人裙底，就先用遊蕩
罪；沒有關於侵犯他人私隱、偷看別人手
機的，就先用不誠實使用電腦」，而在未
有新例出現前，只能用現有的法例去規範
相關的行為。

民陣昨日舉行記者會，宣傳今日在
警察總部外為「民族黨」舉行的

集會，抗議警方「濫用」《社團條
例》「損害」香港的「結社自由」。
立法會「自決派」議員區諾軒，朱凱
廸，民主黨議員許智峯，以及工黨的
李卓人，社民連的梁國雄、吳文遠和
「香港眾志」林朗彥等出席了記者
會。
梁國雄聲稱，無論是否同意「港
獨」言論，也不能剝奪有關人等的
「表達自由」，更稱：「今日『民族
黨』，聽日民主黨，後日公民黨。」
許智峯聲言，不應再「拘泥」於是
否支持「港獨」，及「民族黨」召集
人陳浩天等的言論是否構成「港獨」
罪行等，而是應將焦點放在政府要為
「結社自由」、「言論自由」設限。
朱凱廸則聲稱，「北京」向港人
「步步進逼」，先打「港獨」，再打
「反對共產黨」者，最終目的是要
「禁止顛覆國家政權」。區諾軒就
「戴頭盔」稱，他不支持「港獨」，
但歡迎所有人參與遊行。

譚耀宗：視「獨」無睹傷害大
譚耀宗昨日出席一活動後指出，
「民族黨」成立的目標和綱領，以至
其所作所為，一直明目張膽提倡「港
獨」，包括到台灣勾結「台獨」分
子、將「港獨」思想滲透到校園，涉
及國家安全，應及早加以制止：「如
果我們太過縱容這些事，而對其綱
領、行為、言論都視若無睹，其實會
帶來更大傷害。」
他強調，政府按照《社團條例》禁
止「民族黨」運作，但「民族黨」依
然能提出申辯，所以並非政治打壓，
做法合情、合理、合法。

曾鈺成：證二十三條應速立法
曾鈺成在另一活動後亦表示，警方
以《社團條例》建議保安局局長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並非「以言入
罪」或遏制「言論自由」，因為該組
織並非單純討論「港獨」可行性，而

是有綱領和計劃，表明要採取行動實
現「港獨」，過去兩年亦有相當頻繁
的行動，宣揚香港「脫離中國」的主
張，等同實踐「港獨」。
他續說，特區政府明知「民族黨」

的目的，但仍然任由對方運作是說不
過去，相信是次考慮禁止其運作，是
十分審慎的決定。如果特區政府錯誤
行使法律，法庭會推翻其決定，港人
應該對法治有信心。
就反對派中人質疑國家安全意思

「含糊」，曾鈺成認為，這證明應盡
快為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通
過法律界定何為影響國家安全等7種
禁止的行為。被問到是否需要取締其
他提出「自決」的組織，他表示每個
團體主張「自決」的定義都可能不
同，不贊成單憑片言隻語討論。

盧偉國批「獨」出面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民族黨」播「獨」
並非停留在言論層面，而是有實質行
動，不但在香港鼓吹「港獨」，更到
台灣與「台獨」、「藏獨」、「疆
獨」結盟，已是證據確鑿。民陣高調
撐「獨」，只是將一直藏在暗處的
「獨性」表露出來。

何俊賢促鴿訟澄清「獨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香港

法例是一視同仁的，無論是什麼團體及
組織，一旦違法就需要接受法律制裁，
並質疑長毛聲稱「今日『民族黨』，聽
日民主黨，後日公民黨」，是在暗示該
兩個政黨同樣是「港獨」組織。他強烈
要求兩黨解釋，令支持者認清其真面目。

陸頌雄：妄圖製白色恐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質疑，這

些反對派中人是因為心中有鬼，擔心
自己「暗獨」身份被識破，遂以「打
壓自由」等言論恐嚇市民，製造白色
恐怖。事實上，基本法對港人的人權
和自由提供了足夠的保障，「行得
正、企得正，何懼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