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諾軒抬轎宣「獨」政界批瀆誓促DQ

遏「獨」防微杜漸 保港防患未然
「是否等到分裂後才行動？」譚惠珠：非去到真正拿槍才叫危害國家

反對派連日來抹黑特區政

府考慮行使《社團條例》賦

予的權力，禁止鼓吹「港

獨」的「香港民族黨」運

作。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

惠珠昨日表示，特區政府此舉並非「打壓」言論及結

社自由，而是針對有人結社作出違法行為採取行動。

她又說，「民族黨」有分裂國家的言行，更有實質行

動，包括到學校去組織、去煽動等，並因此與境外組

織有聯繫，特區政府有責任依法保障國家安全，有關

考慮絕對有法理依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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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
「燒基本法不認數」前科的立法會議
員、民陣副召集人區諾軒，上周六再
現「獨相」，藉民陣遊行為「港獨」
組織「香港民族黨」抬轎，容許「港
獨」分子在遊行期間發言宣「獨」，
高調舉辦「港獨」活動。多名政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
區諾軒雖矢口否認自己為「港獨」分
子，但其行為已經違反了立法會議員
的誓言，即未有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被DQ（取消議員資格），與「瀆
誓四丑」一樣須承擔法律責任。

陳勇：「獨」出面無得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指出，現時保安局局長正考慮按
《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
作，而區諾軒卻利用自己為民陣副召
集人的身份，藉此為「港獨」組織

「開路」，高調發起遊行活動，「港
獨」色彩呼之欲出，不容他再賴皮。
陳勇又指，區諾軒「獨相」已現，

意味他已違反了作為立法會議員須遵
守的宣誓內容，即當日宣誓也非出自
真誠。在法律面對人人平等的大原則
下，既然「瀆誓四丑」須接受法律制
裁，區諾軒也須承擔責任。

陳恒鑌：無資格再做議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從

報道得悉當日區諾軒在遊行隊伍中一
直「領頭」，並夥同其他反對派議員
以行動撐「獨」，更縱容「港獨」團
體沿途高呼「香港獨立，以死相搏」
等激進口號，甚至上台發言煽
「獨」。
他認為，區諾軒已違反了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條與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即
立法會議員的宣誓，不光是讀出誓
詞，而是要真心誠意地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要求。陳恒鑌強調，區諾軒的舉
動，完全不尊重基本法，無資格擔任
立法會議員一職，理應被DQ。

何啟明：罪行同「瀆誓四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提到，區

諾軒時常睜大眼睛說謊言，早前已被
踢爆公開焚燒基本法，卻矢口否認，
還推說部分傳媒「迫害」他云云。對
於區諾軒再借民陣之名為「香港民族
黨」造勢，何啟明直言這就是打正
「港獨」旗幟舉辦的活動，事態嚴
重，政府應跟進及速查事件，避免令
「港獨」有機可乘，「借屍還魂」繼
續公然播「獨」。
他更強調，區諾軒由未進入議會到

成為立法會議員，其表現行為均凸顯
「暗獨」，已違反了立法會議員的宣
誓條文及要求，須與「瀆誓四丑」看
齊，取消其議員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續
有多名政界人士表態支持保安局局
長按《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
黨」運作。他們均表示，香港社會
以至國家都對「港獨」零容忍，特
區政府採取行動取締違法組織，合
法、合情、合理，有助維護香港社
會和諧穩定。

周安達源：不容「獨」存
全國政協常委周安達源形容，保

安局考慮根據相關法例，禁止「香
港民族黨」運作，這是大快人心。
他說，對任何鼓吹「港獨」的團體
和個人，不管打着什麼旗號，不管
用什麼方式，都絕對是零容忍，
「我們堅決支持政府的果敢行動，
決不讓『港獨』在香港有任何生存
的空間。」

蔡毅促設恒常制度遏「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

界聯合會會長蔡毅表示，「香港
民族黨」公然鼓吹「港獨」，更
與「疆獨」、「台獨」等政治勢
力勾結，嚴重違反基本法和國家
憲法。他認為，特區政府的做法
合法、合情、合理，支持政府馬
上停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維
護香港社會和諧穩定，並建立恒
常化制度，進一步取締、遏制類
似的「港獨」行為。

吳換炎：充分體現法治精神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

聯會候任主席吳換炎表示，保安
局局長考慮禁止「港獨」組織
「香港民族黨」運作，充分體現
了法治精神，完全符合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的理念，表明了特
區政府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定
決心，彰顯了政府保障香港市民
根本利益的信念，對此表示堅決
擁護。

詹洪良：不能挑戰憲法底線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常

務副會長詹洪良指，「香港民族黨」鼓吹「港
獨」，破壞法制，赤裸裸地挑戰憲法和基本法
的底線，破壞「一國兩制」，行為不能容忍。
他又說，該會將組織千人青年交流活動到浙江
考察，希望港青能夠開拓視野，了解國家發
展，明辨是非，不被「港獨」分子所蠱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保安局局長正考慮按《社團條例》禁止
鼓吹「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運作，並
正給予時間對方申述。該黨召集人陳浩天
昨日出席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時，聲稱
該黨「無槍無炮」，何來危及國家安全。
他又揚言，警方「單靠」傳單等作證據，
做法是「以言入罪」。同場嘉賓反駁指，
「民族黨」及陳浩天「獨相」盡現，在創
黨時就已經鼓吹違反法律的「港獨」及武
力，警方若見到有人有意圖、有組織違
法，就應採取行動。
陳浩天在節目稱，警方提供給他的800
多頁資料中，「僅涉及」一些言論、擺街

站、派傳單，若這樣已屬危害國家安全的
話，相信社會上將有很多社團，都已違法
並遭禁止運作。至於他被指責鼓吹暴力，
他則以該黨從來沒有被搜出武器去偷換概
念。就「民族黨」曾提到所謂「中國人搶
奪香港人資源、只有香港人才能享用香港
資源」等言論，陳浩天聲稱，社會上很多
團體及個人均提出類似的言論，質疑警方
是否「合理」。

證據罄竹難書 死撐「以言入罪」
申述期限只剩約半個月，陳浩天稱暫不

透露會否作出申述，但不排除日後可能提
出司法覆核，故現時亦不會公開回應相關

資料，因為其言論或會影響到特區政府下
一步的部署。

馬逢國：推「獨」綱領越紅線
對於陳浩天仍然「死撐」，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議員馬逢國就批評：「喺陳浩天嘅眼
中，基本法都可以唔守㗎啦！佢可以否定
所有條例，但點解淨係話呢條條例（《社
團條例》）有問題呢？因為佢針對到你吖
嘛！」
馬認為，只要證明有人有意圖、有動

機、有組織違法，警方都會盡可能採取行
動去制止，並非因未有暴力，就不採取行

動，並形容這是很基本的認知。
馬逢國並反駁，「民族黨」成立的第一

天已在綱領上表明不承認基本法、要推動
「港獨」，遠超出國家的安全紅線，當時
社會已有人要求禁止該黨運作，而警方仍
花了兩年時間蒐集證據，才作出審慎的行
動，並依照司法系統行事，為「全世界少
有的文明做法」。

青年學界：「獨」行早有部署
同場的「香港青年學界反『港獨』」召

集人謝曉虹表示，身為中國人和香港人，
應該反對「港獨」。她指出，「民族黨」
有資金有活動，更滲透至大學和中小學，
並非只是發表言論，而「民族黨」創黨時
已鼓吹武力「港獨」，明顯違反了基本法
第一條。她直斥陳浩天「敢做不敢認」，
非男子漢大丈夫所為。
她又反問，美國是否會因言論自由而保

護恐怖分子，並引用終審法院1999年在一
宗侮辱國旗區旗案例中的判辭，指出言論
自由並非絕對自由，而是有底線和限制。

AV仁龜縮拒表態
謝曉虹並批評同場的民主黨前立法會議

員何俊仁（AV仁），指他雖然聲稱反對
「港獨」，但其言論全屬支持「港獨」，
要求何俊仁即場表態。
何俊仁未有正面回應，聲稱自己「不喜

歡被迫表態」、不希望港人生活在「恐怖
之中」，不能以言入罪云云。

譚惠珠昨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指出，特
區政府絕對有合理理由及法律依據，

以《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
她進一步解釋「民族黨」的問題︰「第一，
他有言行，不只言論；第二，他為了這件
事，不單公開呼籲，亦去到學校呼籲、組
織、派單張；第三，他亦有到外國或外地或
與境外的一些同類對中國不友善的組織有聯
繫。在這情況下，是否要等到他們分裂國家
後才採取行動？我的看法是不需要。我不是
去到真真正正拿着一支槍去打你中國政府或
香港政府，才叫做危害國家。」

撐取締有法理依據
譚惠珠強調，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則受

到不同國家尊重，例如在美國，倘若有
人煽惑他人不去參軍，已被視作危害國
家安全的罪行。在中國，憲法亦不容許
有人意圖危害領土完整及國家獨立自
主。
她指出，基本法第一條亦已列明香
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離的部分，因此「民族黨」鼓吹
「港獨」亦是基本法不容許的。她又
擔心，有人勾結外國勢力，並將此思
想滲入校園。
譚惠珠說，中央對「港獨」零容忍，希

望以輿論及法律消滅「港獨」，而國家主
席習近平去年來港視察時已表明「三條紅
線」不可踰越。

特區有責依例保障國安
她認為，現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尚未進

行本地立法，特區政府正以現行法律，技
術性堵塞有人意圖利用香港損害國家安全
的漏洞。她強調，特區政府有責任就有關
行為，依據現行法例，作出保障社會秩序
及國家安全的行動。
對於反對派不停以所謂「言論自由」及

「結社自由」抹黑攻擊特區政府，譚惠珠
其後接受記者提問時強調：「香港有百分
之一百符合國際水平的言論自由。」
她認為市民不用擔心言論及結社自由遭

受打壓，因為特區政府的行動只是針對有
人結社所作出的違法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
「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日前夥同
其女友黃莉莉大鬧書展，相關片段
在網上瘋傳。有市民當日在批評於
書展搞事的青年時，林朗彥聞聲上
前，並以「講數」口脗喝罵年長市
民。有網民直斥其行為與黑社會無
異，也有人質疑林朗彥等人是「港
獨」分子，並指出「香港眾志」為
未註冊的不合法團體。

挑釁語氣指罵市民

書展原為市民選購心儀書籍的場
所，但反對派又利用有關活動搞
事，拿着標語在書店檔位前示威。
有市民不值其行為，上前聲討，林
朗彥及黃莉莉則應聲前來，開始與
市民對罵。其間，林朗彥一邊手指
市民，一邊大聲叫對方「唔好指手
畫腳吓！」又不斷以挑釁語氣反問
市民為何不可以拍下對方容貌云
云，最終須由現場保安將他們分
隔。有關片段和相片在網上瘋傳。
不少網民都形容林朗彥的行為與

黑社會無異。「Johny Jones」說︰
「以前我老豆（竇）嗰代，叫呢D
（啲）做死臭飛爛仔。」「Bond
Waishing Au」更指他們「惡過黑
社會」。
「Barry Ho」表示︰「而（）家
啲廢青以為惡就得，不知所謂！」
「Kai Wing Wong」批評︰「影響
其他市民睇書權利！」
另有不少網民指出「香港眾志」

是未有註冊的不合法團體，冀政府
對他們採取行動，不要縱容他們。
「Kee Cyk」無奈慨嘆︰「冇人被
罰，政府唔阻止，於是越來越猖
狂！」

各
界
挺
遏
「
獨
」保
港

讚
執
法
排
「
獨
」大
快
人
心

陳浩天拒認播「獨」被批「敢做唔敢認」

林朗彥大鬧書展 網民：惡過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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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謝曉虹及馬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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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天死唔認播「獨」，反滿口歪理，指責
警「以言入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有網民認出涉事者之一是林朗彥。 網絡截圖

■譚惠珠表示，取締「民族
黨」絕對有法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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