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保安局局長正考慮按《社

團條例》禁止「港獨」組織

「香港民族黨」運作，「民族

黨」日前向政府提出多項要

求，包括延長申述期及在一個

工作天內交出「有用及或無用

及的資料」等。保安局前日決

定將申述期延長至49天，但

「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就質

疑當局沒有回覆其要求額外資

料的訴求。多名政界人士昨日

批評，「民族黨」鼓吹「港

獨」已屬違法，現在更強詞奪

理，態度囂張。他們批評陳浩

天企圖混淆視聽，營造政府

「政治打壓」的假象，政府絕

對不能妥協，以免有不法分子

繼續有恃無恐地推動「港

獨」。

「民族黨」扮被「打壓」
政界批混淆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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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示威促「峯」辭職 議辦收信即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臣）民主
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強搶保安局女EO
（行政主任）手機事件，發生超過3個
月，雖然許智峯曾為事件「認衰」道
歉，民主黨此前雖聲言會「秉公處
理」，但至今未有再跟進問題，試圖淡
化事件。一班市民對許智峯無意為事件
負責的行為非常憤慨，昨日自發到其辦
事處外請願，要求他為事件引咎辭職。
不過，民主黨辦事處職員接去請願信後
即場撕爛信件，行為視民意如廢紙，與
許智峯如出一轍，引起在場人士不滿，
批評他們不敢面對公眾。
約十名市民於昨日下午2時，自發到
許智峯設於石塘咀的辦事處門外請願，
要求許智峯盡快為搶女EO手機一事引
咎辭職。
他們手持寫上「強搶女人手機犯眾
憎 促許智峯快辭任議員」的橫額，高
舉「暴力侵犯 傷害女性」、「砌詞狡

辯 天理難容」等標語，並高呼「智峯
失瘋 喪盡天良」、「死性不改 暴力
亂政」等口號。
請願代表許國華宣讀聲明，批評許智

峯粗暴使用武力，侮辱女性尊嚴，盜竊
他人私隱，是「連禽獸都不如」，促請
他盡快辭職，並對其他反對派議員意圖
力保許智峯的行為感到非常憤怒。
他指出，許智峯濫用武力的行為早

有前科，在2014年出席中西區區議會
期間，許智峯曾帶同數名助理和記者
到場搗亂，更涉嫌踢傷保安員。當
時，許智峯避過了法律制裁，使他更
有恃無恐地濫用暴力，令無辜女性遭
受其欺凌。
許國華並批評許智峯愧對民主，「在

議會內搞破壞，拖垮政府施政，阻礙香
港的經濟發展」，呼籲市民認清其「蝦
女人」的真面目。
市民其後欲將請願信交予許智峯，惟

他當時不在辦事處內，一名職員代收後
隨即將信撕毀。市民對此非常不滿，雙
方因此發生爭執。
有市民狠批民主黨「龜縮」，質疑他

們是否不敢面對公眾。
出席集會的陳婆婆激動地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自己對許智峯的行徑「看
不過眼」，認為他的行為非常醜惡，為

下一代豎立極差的例子，「（許智峯）
經常將民主掛在口邊，但行為就一點也
不民主，更知法犯法，完全沒有做議員
的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
臣）民主黨早前教唆粉嶺祥華邨
居民取消大廈維修的圍標合約，
結果令居民被相關建築工程公司
入稟法庭，索償超過 2,500 萬
元。日前，民主黨與祥華邨業主
立案法團舉行業主諮詢大會，與
居民商討有關官司的內容。有出
席的業主狠批民主黨處理不善及
不斷拖延，以致賠償金額越滾越
大。據指，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
卓廷當日不但遲到，更質疑出席
的業主是否「畀唔起」。
祥華邨業主立案法團在2015年

7月，就一項更換地底供水喉管
工程與一間建築工程公司簽約，
但被一班小業主質疑造價高達
4,700萬元過分昂貴。
當時仍未出任立法會議員的

林卓廷，「教導」居民煞停有
關工程，結果有關工程其後告
取消。該建築工程公司上月初
入稟高等法院索償，要求業主
立案法團支付總值超過2,500萬
元的賠償。

教拖字訣賠1500萬變2500萬
民主黨聯同業主立案法團於周

日舉行業主諮詢大會，一名出席
者透露，最初取消工程的違約金
只有約1,500萬元，但因為民主
黨及相關人等「處理不佳」，以
致事情拖延到要賠償更大筆款

項。他更狠批民主黨的無能，令
現時要支付額外開支，包括官司
堂費、律師費、利息等。

居民鬧林卓廷假幫忙真抽水
事情鬧至不可收拾，但出席大

會的林卓廷遲到了20分鐘，在發
言時不斷聲稱民主黨「站在居民
同一陣線」，又話承建商要求
2,500萬元賠償金額只係「單方面
要求」，數字未能作實，並呼籲
居民不要「投降」，更「豪言」
即使要賠2,500萬元，最多都是
每戶數千元，反問業主是否「畀
唔起」。
有居民看穿民主黨只是想

「抽水」，根本沒有提供有用
的幫助，無意協助一眾受苦業
主，於是與台上的林卓廷展開
罵戰。
「Billy Tam」揶揄︰「搞笑收

場，多謝白鴿黨。」「Kok Man
Chang」總結情況謂︰「祥華邨
有機會演變成大災難，即冇整過
水喉，但比（畀）咗幾千萬人地
（哋）使。」
「Ou Fai King」就反駁林卓

廷的「賠唔起」言論說︰「係賠
得起，但點解因為你班×街民主
黨亂咁黎（嚟）攪（搞）到我要
俾（畀）多幾千蚊，你班×街為
左（咗）選舉可以要居民賠多幾
千蚊都在所不計，好卑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反對派繼續為「港
獨」張目。公民黨立法會議
員郭榮鏗日前在報章撰文，
聲稱不認同「港獨」，並認
為「港獨」有違基本法，但
聲言特區政府引用《社團條
例》考慮禁止「香港民族
黨」運作，是「不當地限
制」了市民「結社自由」的
權利云云。有法律界人士批
評郭榮鏗表面上指「民族
黨」鼓吹「港獨」不符基本
法，但骨子裡就挖空心思，
企圖以「結社自由」的幌
子，為「民族黨」粉飾
「獨」行，漠視該黨主張武
力，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實，
刻意誤導市民。
郭榮鏗在該文章中聲

稱，「民族黨」鼓吹「港
獨」雖不符合基本法或本
地法律，惟該黨應否被取
締，不是「一蹴即至」的
因果關係。
他聲稱，特區政府是次

做法，是「不當地限制」
了市民「結社自由」的權
利，又引用外國案例稱，
只有政治組織與其他恐怖
主義組織有連繫才是非
法，倘特區政府「單憑」
「民族黨」的政治主張違
反基本法和本地法律就禁
止其活動，「明顯是越過
了保障『結社自由』的界
線。」

「民族黨」尋「獨」力支持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

席、大律師馬恩國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根據
大量公開資料證明，「民族
黨」與「台獨」、「藏

獨」、「疆獨」等組織有密
切的聯繫，包括高調出席在
台舉辦的「世界維吾爾代表
大會」研討會， 而該組織
就是一個被國家公安部列
為中國的恐怖組織，旗下
的「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
大會」負責組織恐怖襲擊
和行動 。
他強調，「民族黨」公然

參與有關組織的活動，即是
與恐怖組織有聯繫。
同時，「民族黨」更尋求

有關組織的支持，要「圍堵
中國」，行為極危險，故保
安局是根據實際情況採取必
要的舉措。
馬恩國並質疑，郭榮鏗文

中所說，到底是真的對國家
安全問題一知半解，還是企
圖包庇「民族黨」，刻意無
視該黨與恐怖組織聯繫甚至
勾連的事實。
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成

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傅健慈批評，郭榮鏗表裡不
一，居心叵測：他一方面稱
反對「港獨」，並認為「民
族黨」鼓吹「港獨」違反了
基本法或本地法律，但另一
方面又企圖為「民族黨」開
脫，轉移公眾視線，拋出
「保障結社自由」等言論，
刻意誤導市民。
傅健慈批評，「民族黨」
在香港不斷鼓吹「港獨」，
勾結境外團體危害國家安
全，更在校園荼毒學生，已
違反了基本法和香港的法
律，超越保障「結社自由」
的底線，這是鐵一般的事
實，特區政府考慮取締該組
織，是合情、合理、合法
的。

老點違約累賠巨款
鴿黨：業主畀唔起？

▲辦事處職員與請願市民
發生爭執。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永臣 攝

◀約十名市民昨到許智峯辦事處外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永臣 攝

▲辦事處職員將請願信撕
毀。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永臣 攝

「民族黨」回應保安局局長的
申述期原本於下周屆滿，

但有見該黨要求延長申述期，保安局
局長亦決定將21天的申述期延長至49
天，容許該黨在下月4日前回覆。

陳浩天誣保安局違程序公義
不過，陳浩天在得悉後，聲稱倘保

安局不回應其他5項要求，就是「違
反程序公義」云云。該5項訴求包括
要求保安局交出所有與助理社團主任
及其下屬有關的口頭通訊的文件及記
錄，及一切「有用及或無用及的資
料」等。
陳浩天還聲稱，「民族黨」的運作

將「一切如常」，會繼續出席各公開
活動，包括於本月14日到香港外國記
者會演講云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陳浩天的言行相信是經過精心盤算而作出的，企圖
透過混淆視聽，營造政府「政治打壓」、不尊重「程序
公義」的假象，以淡化掩飾其違法提倡「港獨」的事
實。

待立會復會夥反對派「夾擊」
她質疑陳浩天是在試圖拖延時間，待立法會於10月

復會後，與反對派議員於議會內「夾擊」保安局，拖延
政府決策的進度。

葛珮帆強調，警方提供800多頁文
件，已足以證明「民族黨」推動「港
獨」，違反基本法與《社團條例》，
危害國家與社會安全。面對「民族
黨」無理取鬧的要求，保安局絕對不
能妥協，必須堅定依法取締「民族
黨」，停止其運作，以免有關團體不
受法律約束，繼續有恃無恐地推動
「港獨」。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
特區政府是次為自回歸後首次引用
《社團條例》第八條禁止一個社團
運作，並無先例，政府給予對方較
多時間申述是可以理解的，但「民
族黨」卻得寸進尺，「命令」保安
局回應其5項要求，是刻意營造被
政府「打壓」的氣氛，抹黑執法部
門以博同情。

他強調，「民族黨」搞「港獨」的罪證已相當充足，
不應繼續狡辯或拖延時間。他促請執法部門依法辦事，
不能姑息。

提不切實際問題圖反客為主
「23萬監察」召集人王國興形容，「民族黨」的違
法言行證據確鑿，無可抵賴。現在的情況就像有賊人被
捕並遭檢控時，圖反客為主要求執法部門須回應一些不
切實際的問題，倘執法部門不回應，就聲稱執法部門
「違反程序公義」，完全是「反『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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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
陳永臣）區議會明年舉行換屆選
舉，選舉管理委員會就2019年
區議會一般選舉選區分界及名稱
臨時建議舉行公眾諮詢大會。多
名區議員到場表達不滿，批評選
管會劃界時未有考慮社區的完整
性，又質疑選管會劃界時有考慮
政治因素。選管會主席馮驊強
調，劃界是以宏觀角度考慮，
「望住地圖做事」，不牽涉政治
考慮，如公眾的建議比選管會的
建議優勝，選管會亦會作出修
訂。

公眾諮詢會 多區員不滿
區議會明年舉行換屆選舉，
選舉管理委員會建議增加21個
選區，並在128個現有選區重新
劃界。
選管會昨晚就2019年區議會
一般選舉選區分界及名稱臨時建
議進行第一次公眾諮詢大會。
在是次劃區建議中，長洲由
南北兩個選區合併為一亦成焦
點。民建聯長洲北區議員李桂
珍在諮詢大會開始前，與長洲
鄉事委員會聯合長洲各界社團
的十幾名居民到會場附近遊
行，抗議選管會將長洲兩個選
區二合一。
她在會上表示，長洲幅員廣

大，而且要處理的議題亦較其他
區議會多，擔心日後若只得一名

區議員，將難以兼顧南北，直接
影響服務質素。
她批評選管會只是以預計人口

的增減作決定，而沒有顧及社區
的獨特性和維持地方聯繫。
葵涌邨南區議員黃潤達則聲

言，是次劃區中有很多「民主派
票倉」都被劃走，情況比往屆特
別嚴重，質疑選管會劃界時有考
慮政治因素。
不過，葵青區議員梁偉文就

指，青衣有多個屋苑落成，卻沒
有新增選區，而所新增選區，卻
在「民主黨的竇」，質疑選管會
偏幫「民主派」。
馮驊解釋，選管會劃分選區時

以客觀及宏觀角度出發，只會根
據當區的標準人口基數、地理位
置和交通網絡等作出劃界建議，
「望住地圖做事」，強調政治因
素不在考慮之列，選管會甚至不
知道當區區議員是誰。
他坦言，劃區必定會對部分人

構成影響，難以單單顧及某一選
區，「但凡有轉變，個個人都不
會喜歡。」

倘市民建議更好願接納
他續說，市民可於本月21日
諮詢期完結前提出具體意見，如
果市民的建議比選管會的建議優
勝，選管會將接納，舉例上屆劃
界諮詢期完結後，選管會就修訂
了20個選區劃界建議。

區選劃界爭議多 長洲「合併」招劣評

▶馮驊表示，選管會只根據人口基數、地理和
交通等作出劃界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陳浩天聲稱「民族黨」將於本
月14日到香港外國記者會演講。

香港外國記者會網頁截圖

▲長洲鄉事委員會聯合長洲各界社團的十幾名
居民到會場附近遊行，抗議選管會將長洲兩個
選區二合一。

■選管會就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選區分界及名稱臨時建議舉行公眾諮詢大會，
不少出席者批評劃界混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