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
日參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基
本法圖書館，視察圖書館的設施和
館藏，了解其日常運作。他強調，
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憲制基礎，而基本法和港人
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準確認識基
本法十分重要，而基本法圖書館的
館藏豐富，希望市民多利用有關的
資源，加深對基本法的認識。

聶 德 權 籲 學 法

團體促速撤FCC租約拆「獨」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臣）「佔中三丑」之一的香港

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自2014年的違法「佔中」

後，今年3月曾到台灣出席「五獨論壇」，返港後繼續播

「獨」，言行涉嫌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和第十

條。「新界關注大聯盟」於本月中發起網上聯署，冀在

40天內收集10萬名市民支持，要求律政司盡快起訴戴耀

廷，並促請港大暫停其所有教學職務。聯署行動才開始8

天，前晚已突破十萬人聯署。有份發起聯署的立法會議員

何君堯認為，聯署已達到起訴戴耀廷的法律和民意基礎，

希望律政司盡快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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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今年3月底到台灣出席
所謂「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

由人權論壇」，與會者包括「藏
獨」、「疆獨」、「蒙獨」、
「台獨」分子，而戴耀廷正是
「港獨」代表之一。
他當時在論壇上已發表不少
「港獨」言論，更在返港後公然
在社交媒體，發表煽動「港獨」
和仇恨中央的言論。

市民踴躍 正邁15萬聯署
有見戴耀廷至今未為其播
「獨」言後負上後果，「新界關
注大聯盟」在諮詢法律意見後，
認為戴耀廷公開鼓吹「港獨」的
言論，涉嫌違反《刑事罪行條
例》中第九條和第十條，在法律
上足以被起訴。
「大聯盟」於本月中發起全港
市民網上聯署行動，凝聚民意，
截至前日聯署人數已突破10萬
人，何君堯當即在其facebook宣
佈，要朝着15萬人的目標進發。
何君堯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訪問時表示，對市民踴躍支
持非常開心，指出由聯署發起到
達至10萬人目標只花了8日，而

目前距離他所訂定的期限尚有一
段時日，希望能集合到更多市民
的聯署。

盼律政司半年限期前行動
他認為，依照目前情況，已達

至起訴戴耀廷的兩大基礎點，分
別是法律和民意基礎。事實上，
民意基礎非常充足，冀律政司能
在9月24日前、即戴耀廷作出涉
嫌違法行為的半年內採取行動。
被問到是否有信心律政司會採

取行動，何君堯坦言︰「正所謂
成事在天，謀事在人，現階段只
能寄望律政司能快啲做嘢。」
他認為，現時民間已發表意
見，而距離9月24日還有30多
天，需給予律政司時間「做
嘢」。
是次並非首次有人發起聯署對

戴耀廷採取行動。翻查資料，何
君堯去年8月亦曾發起「促港大
辭退『歪理邪說』的戴耀廷」的
網上聯署行動，扣除重複和惡意
的聯署，7天內獲得逾8萬人參
加，當中包括1,729名法律界和
8,808名教育界人士，遠超預期的
4萬人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臣）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不顧特區政府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勸喻，及社會人士批評，公然邀請「香港民族
黨」召集人陳浩天播「獨」，事件繼續引起各界
迴響。民間團體「金紫荊掃獨組」昨日到政府產
業署門外請願。團體發言人楊先生批評，FCC公
然為「港獨」分子提供播「獨」平台，是絕對不
能容忍的行為，故要求特區政府盡快終止FCC會
址的租約，並收回其會址。
昨日下午3時許，民間團體「金紫荊掃獨組」

一行十多人，自發到位於灣仔稅務大樓內的政府
產業署門外請願。他們拉起寫有「拳打『民族

黨』 腳踢FCC 狼狽為奸 販『獨』禍港」的
橫額，高舉「取締『民族黨』 嚴懲販『獨』頭
子」、「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標語，並高喊
「強烈要求特區政府，立即終止FCC租約」、
「取締『民族黨』，我愛我香港」及「古有奸人
堅，今有陳浩天」等口號，要求特區政府終止
FCC會址的租約和收回會址。
其後，團體發言人楊先生將請願信交予政府產

業署的代表。他批評，FCC早前邀請「港獨」分
子陳浩天演講，向世界散播「港獨」訊息，故自
發到場請願，譴責FCC公然勾結「港獨」分
子，為其提供播「獨」平台。同時，FCC的行為

涉嫌違反香港法律和基本法，他們要求特區政府
依法辦事，盡快收回與FCC的租約，收回會
址。
他強調，自己身為香港市民，只希望香港保持

繁榮安定，不希望有極端政治組織，影響市民日
常生活，所以絕對不容許外國勢力與本地分離分
子勾結，意圖分裂國家，破壞香港治安。
楊先生續指，陳浩天當初成立「民族黨」的目

的就是推動「港獨」，由一開始已觸及國家底
線，但FCC卻以言論及新聞自由為借口，公然為
「港獨」分子搭台，行為絕對不能容忍，故要求
特區政府盡快採取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憲法
和香港特區基本法共同構成了香港的憲制基
礎。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在基本
法青年高峰會上致辭時強調，嚴格恪守憲法
與基本法辦事，是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不二
法門，每個港人都有責任對任何衝擊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說「不」。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昨日主辦基本法
青年高峰會。張建宗在致辭時指出，基本法
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憲制文件，維護香港人
的核心價值，其中訂明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
的關係，也闡述香港的權利和義務，「由此
可見，嚴格恪守憲法與基本法辦事，是維持
香港繁榮穩定的不二法門。」
他強調︰「每一個熱愛香港的人都有責
任全面準確地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沿着
正確方向前進、都有責任向任何衝擊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說『不』。」
要全面及正確理解基本法，張建宗表示
必須先了解憲法，因為憲法是香港特區和基
本法的根和源，但香港社會上有小部分人並

未完全正確掌握憲法的憲制地位及基本法賦
予的權利和責任。

須了解憲法 明特區根本
他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來港視察時

明確解釋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
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
『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為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供
了法律保障。」
他續引述道：「在『一國兩制』下，香

港特區依據基本法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
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但亦必須尊重國家憲法和人大常委會在國家
憲制中的地位和權力。」

貫徹落實基本法 唯靠憲法
張建宗並提到今年4月，全國人大法律委

員會原主任委員喬曉陽在國家憲法高端論壇
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佈28周年研討會上的

演說，「我十分認同喬主任說的一句話，
『深入學習憲法，才能真正地理解和貫徹
落實好基本法，才能更好地解決『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實施中遇到的法律問
題』。」
在香港推廣憲法和基本法方面，張建宗

表示，特區政府一直透過不同渠道，向社
會不同界別，尤其是青年和親子群組進行
憲法與基本法的推廣及教育，培養年輕人
成為具國家觀念、富香港情懷、有世界視
野和對社會有承擔的公民。特區政府定會
繼續做好有關推廣，亦希望社區團體能繼
續支持。
張建宗最後讚揚基推會在過去多年舉辦

多項以基本法為主題的推廣活動，包括舉
辦「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
「大使」在計劃結束後還會組成「基本
法青年大使聯盟」，以年輕人的角度在校
園及社會推廣憲法與基本法，「全靠你們
的努力，特區政府在推廣憲法與基本法的
路途上事半功倍。」

張建宗：嚴守憲法 向危害國安說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連日就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邀請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作播「獨」演講一事發聲，又
關注FCC會址的租約問題，昨
日被FCC前執委Francis Moriar-
ty透過《蘋果日報》質疑，「由
梁振英創立、位處中環特殊規
劃位置的一個專業協會」亦應
公開租約。梁振英昨日撰文反
駁，指出自己所創的專業聯盟
至今仍沒有自己的辦公室，而
Francis Moriarty 疑似張冠李戴
的「專業聯合中心」，其租約
在土地註冊處有登記，完全公
開，冀FCC亦以此原則公開租
約。
《蘋果》昨日報道稱，Fran-

cis Moriarty 認為梁振英應公開
其「協會」的租約，內文敘述
道︰「Moriarty 稱，若他沒記
錯，梁振英是一個工商和專業
協會的創始人，而該協會辦公
室正是位於中環一個獲特殊規
劃的空間，故梁振英或者可率
先公開有關租約內容。」

梁創始組織無租公地
梁振英同日傍晚在facebook發
文反駁︰「《蘋果》在報道之
前有沒有問清楚，Francis Mori-
arty 說我創始的『工商和專業
協會』具體是哪個組織？」
他指出，其創始的組織沒有

一個拿過政府物業的租用權，
「遑論得到一如 FCC 般的優
待，俱樂部可以不經招標，直
接批租。」
他又揶揄︰「FCC以為自己
食肉糜，全香港的非牟利組織
都在食肉糜。」
梁振英並質疑Francis Moriar-

ty錯把馮京當馬涼，指自己創始
的專業聯盟「到今天仍然沒有
自己的辦公室」，如果對方說
的是「專業聯合中心」（Joint
Professional Centre），自己與該
中心沒有關係。
談到租約問題，梁振英指，

該中心的業主是土地發展公
司，並非政府。據該中心的朋
友告知，中心最近一次續租被
收回大部分面積，只剩下 700
呎，「還要競標和抽籤才可以
續租，而且租約在土地註冊處
有登記，完全公開。」
梁振英再次請 FCC 公開租

約，「如果我負責的組織有這
樣的待遇，我一定會公開租
約。」他又冀FCC就會所大小
問題，在2023年租約屆滿時按
中心的遭遇「照着辦」，並指
出幾百位外國通訊員「不必
（佔用）太大地方」。
梁振英最後並呼籲︰「請全
香港的非牟利組織一齊舉手，
和FCC競投下亞厘畢道2號的
政 府 物 業 這 一 大 碗 超 抵 肉
糜。」

梁振英駁FCC前執委：
勿把此「專」作彼「專」

促懲戴促懲戴獨獨
聯署破十萬聯署破十萬
「「大聯盟大聯盟」」88天內達標天內達標
何君堯促律政司何君堯促律政司「「做嘢做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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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民族黨」運作，並給予該黨 21天申述
期。繼早前保安局決定延長其申述期至
49天、至下月4日後，「民族黨」再透

過律師致函保安局，要求再次延長申述
期間。
保安局發言人昨日表示，局長經考慮

後，決定將申述期延長至9月11日，並
已把有關決定通知「民族黨」。

保安局再延長「民族黨」申述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中小學教科書近
年經常成為反對派用作挑起社會矛盾的工具，「香
港眾志」昨日宣稱發現有教科書的內容用字有「違
背事實」及「情感灌輸」之嫌，所謂「理據」卻是
「雞蛋挑骨頭」，包括質疑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
錕被譽為「中國偉人」是「過分強調中國國民身
份」。多位教育界人士逐點反駁有關謬論，質疑有
人借題發揮，目的是要在開學前搞風搞雨。
「香港眾志」昨日宣稱檢視多本中小學教科書，

發現部分內容「帶有極為偏頗立場」，目的是要向
學生「灌輸特定政治觀點」。他們發現的所謂「問
題」包括：介紹「五四運動」時提及「五四運動愛
國精神卻一直活在每個中國人的心裡」，質疑當中
未提運動中爭取民主的精神。
他們更稱，教科書在談及身份認同的內容上，提

到「香港已重投祖國懷抱，加上我們的祖先是中國

人，所以我們也是中國人」，「香港眾志」聲言這
是「單純以血統論述身份認同」是對學生的「單向
灌輸」；偏頗認定教科書提及違法「佔中」事件時
「不平衡地大量引用反『佔中』意見」，宣稱這是
所謂「洗腦」。

何漢權：勿以主觀凌駕事實
針對「香港眾志」所謂的「指控」，香港文匯報

邀請資深中史老師、教評會主席何漢權逐點分析。
他強調，「五四運動的根本在於『外抗強權，內除
國賊』，確確實實是一場愛國運動」，而在發展過
程中當然是有提及「科學與民主」，「但書本指是
愛國運動亦絕對無錯，『香港眾志』這樣『捉字
蝨』只會顯得霸道。」
就所謂「血統論」以及高錕是「中國偉人」的兩

點說法，何漢權認為書中描述並無不妥，「祖先是

中國人，自己也是中國人，這點非常直白；高錕在
廣義說也是中國人。」他質疑是有人「不認同自己
是中國人在先」，才別有用心地指教科書有問題。
至於有關違法「佔中」部分，何漢權強調有關

事件早已經過法庭裁決，違法事實不容否認，有
關書本在舉例時有列舉一個支持「佔中」的意
見，已是力求平衡。何強調，「香港眾志」的所
謂「論據」不過是將個人主觀感覺凌駕事實，毫
無邏輯可言。
資深通識科老師吳壁堅亦指，過往眾多歷史學家

均認定「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血統作為身
份認同的辨別方法亦無不妥。至於有關高錕是中國
人的「質疑」更是吹毛求疵，「好比你是江蘇人、
貴州人，都不影響你同樣是中國人的身份」，香港
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也是如此。
吳壁堅認為這不過又是一場「反國教、反身份認

同」的鬧劇，不排除有人借開學前搞風搞雨，挑起
矛盾，奉勸有關人等勿再利用教育界，還教育界一
個安寧。

「中箭」屈教科書洗腦 教界逐點駁斥

■■團體團體「「金紫荊掃獨組金紫荊掃獨組」」自發到政府產業自發到政府產業
署門外請願署門外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永臣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永臣 攝攝

■■聯署活動前聯署活動前
晚突破晚突破1010萬人萬人。。

何君堯何君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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