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界批「學動」地下化如黑社會

近六成市民贊成港人可當兵服役

陳克勤貼潮圖駁斥鴿黨謬論

特首：對「港獨」言行零容忍
維護領土完整立場堅定 警重申依法處理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

森）警方建議保安局引用《社團條

例》，禁止鼓吹及推動「港獨」的「香

港民族黨」運作，反對派中人就不斷為

「民族黨」撐腰，聲稱這是「以言入

罪」。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強調，特區政府反對「港獨」的立場非

常堅定，任何鼓吹「港獨」的言行都不

能容忍，香港必須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

完整。警方則重申會按照法律條文及證

據，根據實際情況處理個案。

■鍾翰林（左）聲言，倘政府取締「學
動」，不排除以「地下化」模式發展，讓
外界無法得悉成員身份。 資料圖片

A8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陳竟新

2018年7月26日（星期四）

20182018年年77月月2626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8年7月26日（星期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連
日在fb製圖反擊反對派的歪理
之後，昨日又發佈一幅圖片，

反駁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為「港獨」分子辯護時聲
稱，禁止「民族黨」運作「損害」基本法賦予港
人的言論及結社自由。陳克勤指出，「香港民族
黨」主張廢除基本法，其所作所為已超越基本法
的保障範圍，並強調基本法不會充當「港獨」的
保護傘。
胡志偉早前就政府建議取締「民族黨」一事，與

一眾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見記者。他當時稱，民主黨
並不支持「民族黨」的主張及行動，又聲言民主黨
絕不支持「港獨」，但同時批評警方建議引用《社
團條例》禁止「民族黨」運作的行動，「損害」基
本法賦予香港的言論及結社自由。胡志偉言論的確
令人摸不着頭腦，一方面反對「港獨」，另一方面
卻批評政府的行動，予人有自相矛盾之嫌。

「民族黨」廢法 法不容「民族黨」
陳克勤在fb製圖反擊，貼出網絡潮圖「黑人問

號」，對胡志偉的言論表示費解（見圖）。他提
醒，「民族黨」的主張是廢除基本法，明言此舉將
嚴重破壞「一國兩制」，而「民族黨」鼓吹所謂
「香港永久脫離中國」的行為，已遠遠超出基本法
保障的範圍。陳克勤強調，基本法永遠不會充當「港
獨」分子的保護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永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下周三就是八
一建軍節，民建聯昨日公佈市民對國情與八一建
軍節的看法。調查結果發現，贊同要增加市民接
觸和認識解放軍的機會、增加市民對國防外交認
識的受訪者逾七成，有近六成人贊成香港市民可
自願加入解放軍。民建聯認為這是一個積極訊
息，建議解放軍駐港部隊增加與港人的交流，特
區政府亦應推展更多認識國際外交及國家安全的
教育項目及地區推廣活動。
民建聯在上月27日至本月3日，以電話隨機抽

樣形式，訪問713名年齡12歲以上的香港居民，
調查他們對國情和八一建軍節的看法。
結果發現，逾半受訪者形容現時內地與香港的

關係良好；51%受訪者認為特區政府在過去一年
推動市民了解國情的工作做得好，惟亦有36%人
認為做得不好。
同時，69.8%受訪者贊成特區政府應多協助市
民認識內地情況；73.3%人贊成要增加市民接觸
和認識解放軍的機會；71%人贊成要舉辦多點活
動，增加市民對國防外交的認識；59.9%人贊成

香港市民可以自願加入解放軍。

民建聯倡駐軍入社區與民互動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在記者會上指出，民調反

映大部分香港市民願意接觸和認識解放軍，建議
政府增加軍民之間的接觸。目前，參觀軍營的門
票有限，很多市民都未能參觀，他建議駐港解放
軍應走入社區，如參與社區植樹活動、探訪慈善
機構等，體現軍人親民的一面，並建議加強解放
軍與中小學生的交流，向他們講解軍人的職務和
參軍的原因，為他們灌輸自律、盡責的價值觀。
他續說，香港雖然是國際都市，但知悉不等於

了解，強調特區政府應協助香港市民了解國家的
國防和外交，及國際局勢，並建議特區政府推廣
更多有關國防外交及國家安全等教育項目和地區
推廣活動。
是次民調反映香港市民普遍認同特區政府推動

國情教育的工作，惟張國鈞指出，細看不同年齡
受訪者的回應，39歲以下的受訪者逾四成「不贊
成」政府協助市民認識內地。他建議特區政府繼

續推動相關政策，包括優化課程和活動，加深青
年對國情、憲制關係的認識，培養國家觀念。
他特別提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即將出台，特區

政府應推動更多內地交流計劃，帶領青年到大灣區
考察，並鼓勵香港青年勇敢走出香港，走出自己的
舒適區，抓緊發展機遇，促進內地與香港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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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為包庇「香港民
族黨」而歪理盡出，包括該
組織人數少、冇人理，話警
方建議根據《社團條例》禁
止其運作係「殺雞用牛刀」
等等。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昨日在fb撰文時強調，力
量大小要和後果的嚴重性結
合考慮，舉例說騎劫飛機的
後果十分嚴重，故連一把小
剪刀也不能帶上飛機；沙士
病毒疑似帶菌者要強制隔
離，以免一旦擴散嚴重危害
社會。鼓吹、推動「港
獨」，是要破壞國家領土和
主權完整，危害國家安全，
鼓吹者都應法辦。

建議參考「加獨」之例
梁振英以《小剪刀不准上

飛機 港獨、分離政黨要取
締》為題在fb撰文，首先談
到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省鬧獨
立一事，「（加泰）沒有武
裝行動，德國應西班牙要
求，拘禁獨立運動領袖，現
正進行司法程序，以裁定是
否遣返西班牙受審。香港警
方提出取締民族黨，有人說
這違反言論和結社自由，西
班牙的例子大家可以參考一
下。」
他反駁有「民族黨」的支

持者聲稱，「民族黨」的力
量不大，不必取締，「這個
問題也很簡單，力量大小要
和後果的嚴重性結合考

慮。」
梁振英舉例說，騎劫飛機

的後果十分嚴重，因此世界
各地有嚴格的安全規定：不
僅禁止帶炸彈上飛機，也禁
止帶小利器上飛機，連小孩
子帶一把小剪刀也不可以。
「小剪刀有什麼大危害？
『民族黨』人切勿用自己的
邏輯，以身試法，切勿在飛
機上亮出剪刀，因為必有牢
獄之災。」
他再舉例，沙士病毒疑似

帶菌者，以及與患者有接觸
的，都要強制隔離，因為沙
士不同傷風感冒，一旦擴
散，會嚴重危害社會。

指鼓吹分裂應法辦
梁振英強調，「香港獨

立」或分離就是分裂國家，
分裂國家就是破壞國家領土
和主權完整，也就是危害國
家安全。「國家安全問題不
比飛機安全問題輕鬆，言論
自由並非絕對的自由，鼓吹
分裂國家的人，無論是老謀
深算，或者是入世未深，都
應法辦。世界並不太平，香
港人萬萬不能成為人家的棋
子。」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昨日

出席一公開活動後表示，他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禁止「民
族黨」運作，並批評「民族
黨」違反《社團條例》的條
款，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此前表示，收到警方助理
社團事務主任的報告，建議他行使《社團

條例》第八條賦予保安局局長的權力，作出命令
禁止「民族黨」的運作或繼續運作。警方提供的
文件列舉了「民族黨」的違法行徑，包括危害國
家安全、破壞公共秩序以及影響他人自由和權利
的問題，而其「港獨」主張已是實質行動，並鼓
吹武力、散播仇恨的言論，令警方有強烈理據相
信，「民族黨」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必護國家主權 定會依法辦事
林鄭月娥昨日啟程前往北京前會見傳媒，被
問到考慮禁止「民族黨」運作是否「以言入罪」
時表示，李家超收到警方助理社團事務主任提交
報告，建議他要啟動《社團條例》第八條下的程
序，而他已給予有關團體時間以作書面申述，肯
定他會按收到的書面申述、法律的理據和搜集到
的證據作出決定。
她續說，由於事件已進入法律程序，加上有

關團體其中一個上訴途徑是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提出上訴，故她現時不適宜評論個案。

不過，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和作為行政
長官的她，對「港獨」的立場非常堅定、態度絕
不含糊：「要在香港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這個原則，我們必須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和領土完整。任何鼓吹『港獨』的言行都不
能容忍，一定會受到遏制，不過我們一定會依法
辦事，因為香港亦是一個非常重視法治的社
會。」
針對其他鼓吹「港獨」、「自決」組織如
「香港眾志」等應否禁止運作，林鄭月娥重申每

個個案要按法律及證據來考慮。
警務處行動處處長鄧炳強昨日在另一場合表

示，警方是根據《社團條例》調查有關個案。由
於保安局已發信予有關社團，並給予21天作申
述，因此警方暫不作評論。
被問到警方如何界定團體對公共安全和秩序

構成威脅，鄧炳強回應說，如發現有人或團體違
反香港法例，警方有責任跟進每宗個案，又強調
警方會中立地按照法律條文及收集到的證據，並
根據實際情況處理每宗個案。

■青年民建聯昨日召開記者會，公佈關於市民對國情的調查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鼓吹「港
獨」的「香港民族黨」面臨被禁止運作，另
一「港獨」學生組織「學生動源」召集人
鍾翰林近日接受網媒訪問時聲稱，他們一
旦成為下一個打壓目標，就不排除會以
「地下化」模式發展。多名立法會議員及
法律界人士形容，所謂「地下化」有如「政
治黑社會化」，政府必須密切注意這些非法
組織的行動，市民也須提高警覺，以免他們
透滲學界以至社會，影響莘莘學子。

倘遭取締則採「匿名者」模式
今年17歲、明年將應考文憑試的鍾翰林

在接受網媒訪問時聲言，倘政府在半年內
再引用《社團條例》取締「學動」，不排
除部分「港獨」組織將以「地下化」模式
發展，讓外界無法得悉成員身份，讓政府
無法針對個別成員下手。
他續稱，所謂「地下化」就如黑客組織
「匿名者」（Anonymous）一樣，沒有實
際話事人或發言人，外界也不知道成員的
身份，但每當一些「特徵」出現，例如匿
名者的V煞面具，社會就會知道這些組織
的存在云云。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

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根據
《社團條例》第二條（4），任何會社、
公司及一個人或以上合伙及組織，無論是
地上、地下，均受到條例的規管。
他說，「學動」的說法，應該是以「不
註冊」、不公開形式推動「港獨」，如同
「黑社會式的政治行動」，法律上絕對有
規管。
他直言，香港警方擁有大量對付非法組

織活動的經驗，「學動」不要以為轉入
「地下」就可以逃避法律制裁。不過，他
呼籲家長及市民大眾提高警覺，不要被他
們自稱為「學生活動」就受到誤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學
動」無疑是圖透過「打游擊」在社會上，
特別是校園內播「獨」，社會各界必須警
惕，及堅決遏止他們於校園派發「港獨」
傳單、與學生團體聯絡及誘騙莘莘學子加
入「『港獨』入校計劃」，以免有學生受
其荼毒而誤入歧途。
她特別提到，倘有教師聯同「港獨」組
織向學生鼓吹「港獨」或違法「抗爭」，
不單有違教師操守，更涉嫌違反《刑事罪
行條例》，政府須加緊巡查並嚴肅處理，
以免校園成為播獨場所。

自由黨相信警方破案能力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強調，「學動」的
所謂「地下化」發展，是想與黑社會組織
看齊。不過，以執法部門的經驗及能力，
就算他們試圖將違法行為「地下化」，定
能將他們繩之以法。
他認為，經過近期多宗的法院判決，社

會正逐漸撥亂反正，而「港獨」影響國家
安全，無人會支持，有關人等應認清方
向，做一些有建設性的事情，並呼籲有關
人等不要濫用所謂「學生」的身份，做出
一些損人不利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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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強調，要在香港全面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原則，必須要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和領土完整。 資料圖片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左一）多次到中學校
園外向學生派發「港獨」宣傳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