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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當好「一國兩制」事業傳承人奮進者
詳 刊 A2 、 A13 版

租契公開 場地作非法用途即可終止合約

FCC 搭台播獨違約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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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促收回物業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天晴酷熱 局部驟雨

戊戌年八月初五 十四秋分 氣溫 27-33℃ 濕度 65-90%
港字第 25018 今日出紙 3 疊 11 大張 港售 8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特區政府考慮禁止「港獨」組織「香
港民族黨」運作，給予「民族黨」的申述期限今日屆滿。香港外國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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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早前邀請「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到會所作播「獨」演講，引起
社會廣泛質疑有人利用特區政府物業作違法行為。根據政府產業署前晚公
開的 FCC 會址租契，FCC 不得將場地用作非法或不道德用途，否則政府可
隨時收回物業。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都認
為，搭台讓「港獨」分子作宣傳明顯違法和不道德，既然租約上已有明確
條款，而香港社會亦強烈譴責 FCC 的做法，呼籲特區政府按照契約精神，
終止與 FCC 的租約，收回有關會所，並積極採取行動遏止「港獨」。

「民族黨」運作，並給予時間對方
申述，在「民族黨」一再要求延長
申述期的情況下，有關期限於今日
屆滿。FCC 在李家超首度開腔宣佈
後，隨即邀請陳浩天作播「獨」演
講，引起社會譁然，質疑有人漠視
相關法律程序，刻意搭台予「港
獨」組織以作宣傳。

租契列明對違法者毋須賠償
由於 FCC 租用政府物業作為會
所，香港文匯報早於上月 6 日已向
政府產業署查詢租約條款，獲回覆
指 FCC 租用有關物業時須遵守所有
適用的香港法律條文，社會各界當
時已質疑 FCC 讓「民族黨」鼓吹違
反基本法的「港獨」已屬違約，要
求特區政府採取行動。特首林鄭月
娥當時亦回應指，有關行為完全踰
越、觸碰了道德底線。
政府產業署前晚公開 FCC 會址租
契，當中明確指出 FCC 不得使用、
批准或容許場地任何一部分作任何
非法或不道德用途，至於什麼是非
法或不道德，政府有最終和有約束
力的決定權。如果 FCC 違反任何條
款，政府可以隨時合法收回物業，
FCC 已繳交的租金等費用不獲發
還，政府也不用作任何賠償。
租契又列明，政府為了改善香港
或其他公共目的，或對場地的使用
不滿意，有權在給予 FCC 3 個月通
知下終止租約及收回場地。

吳秋北：挑戰國家香港底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直言，搭台讓「民族黨」鼓

吹「港獨」明顯違反基本法、挑戰
國家和香港底線，FCC 明顯是做了
些違反社會容許的事，縱容「港
獨」，破壞社會安寧，政府應嚴格
跟進問題，「提前解約是社會大多
數人的看法，政府應從善如流。」
他又說，既然特首早前亦已明確表
態指出 FCC 踰越道德底線和責任底
線，更應該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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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租 約 條 款 內 容

陳勇：政府須體現合約精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
長陳勇指出，FCC 的做法在任何國
家或主權內也是非法和不道德的，
租約條款強調法律和道德問題，更
清晰顯示社會各界對 FCC 搭台讓
「民族黨」鼓吹「港獨」的批評是
理所當然，合法合情合理，「既然
現時有法可循，也符合合約精神，
政府相關部門應第一時間採取行
動，避免出現『破窗理論』的情
況。」
陳勇續說，如果有人打破窗也不
用受到法律制裁，甚至連道德譴責
亦比較輕微，這只會姑息、鼓勵了
有關人士繼續犯法，甚至令其他人
也誤以為這樣做很「英雄」，也沒
有後果， 故政府須採取行動，還法
治和社會一個公道。

■ 不得使用、批准或容許場地的任何部分作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用途，對於什麼構
成非法或不道德用途，政府有最終和有約束力的決定權

質疑FCC會議記錄有隱瞞
梁振英一直要求 FCC 公開租約不
果，最後由政府產業署於前晚公
開。他在 facebook 表示：「過了幾

個禮拜，FCC 的租約文本終於在昨
（前）晚公開了，很好。」
他指租契有「場地不許用作違法
和不道德用途，至於什麼是違法和
不道德，政府有最終和有約束力的
決定權」、「如果政府對場地的使
用不滿意，政府可以預先給予三個
月的通知期收回場地，不予賠償」
等條文，並反問道：「大家對場地
的使用滿意嗎？」
梁振英更指出，FCC在今年6月和
7月的理事會會議記錄都已公開了，
「每次會議都有二十幾頁紙的記錄，
包括討論邀請什麼人，決定邀請什麼
人，拒絕邀請什麼人作演講，唯獨是
陳浩天講『港獨』就沒有任何邀請、
討論、或決定的記錄，陳浩天沒有出
現過在會議記錄中」，質疑FCC如此
處理是有所隱瞞。

馬恩國：物業作違法用途即違約

黃國恩：可大幅加租以示「懲罰」

■ 如果 FCC 對任何條款、條件及協定有任何違反、不履行或不遵守，政府可隨時
合法收回場地或當中任何部分，FCC 已繳交的租金等費用不獲發還，政府也不
用作任何賠償

梁振英：FCC當年若違法 定不續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於 2015 年與香港外國記
者會（FCC）簽訂的現行租契中，
政府一方由政府產業署一名總產業
經理作為時任特首梁振英授權的代
表，負責簽署和蓋印。對於反對派
將 FCC 協助播「獨」一事與他扯
上關係，梁振英昨日強調，如果當
年 FCC 請人宣揚「港獨」，他肯
定不會同意續租。他又指，租契有
條款列明如果政府對場地的使用不
滿意，政府可以收回場地，反問公
眾是否對 FCC 如此使用場地感到
滿意。

政府產業署前
晚公開香港外國記
者會（FCC）會址
租契。香港文匯報昨日找來多名法律
界人士分析租契內容，他們指除了終
止租約及收回物業外，特區政府更可
就 FCC 違約向對方追討賠償，短期
內可考慮將租金加至市價或更高水平
以作「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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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 、大律
師馬恩國表示，根據該份租約第四
（j）條，若 FCC 涉及濫用物業，情
況不令政府滿意，事前也沒有獲得政
府同意，政府可以終止租約。而第二
（ap）條列明，FCC 不能利用物業
作為任何非法或不正當用途，強調
「港獨」完全違背了基本法第一條，
嚴格來說已屬違法行為，政府可立即
終止租約。
他又指，根據租約第四（a）條，
若 FCC 有任何違法或不遵守合約的
情況，政府可以收回物業，之後更可
以就FCC違約而引申的損失索償。

蔡毅：新聞業者不可助違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理事長蔡毅表示，有關事情
已違反法律，作為新聞工作者不應
參與其中，為違法活動提供場地，
所以政府應該可按合約收回有關物
業。對於政府未採取行動，他認為
政府或要先取得法律意見才可行
動，而非不處理問題。

法界：終止租約後政府更可索償

7 月宣佈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年
考慮根據《社團條例》禁止

■ 政府有權為了改善香港或其他公共目的，給予 FCC 3 個月書面通知終止租約，
並恢復、收回及重取全部或任何部分的場地擁有權

■ 如果政府對場地的使用不滿意，可給予 FCC 3 個月書面通知終止租約，並取回
場地擁有權，不予賠償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黃國恩指出，FCC 邀請陳浩天演講
有協助及合謀播「獨」之嫌，違反國
家憲法及香港法律，而且鼓吹「港
獨」、分裂國家的行為會破壞香港繁
榮安定，有可能引發導致人命傷亡及
財物損失的情況，做法極不道德，根
據 第 二 （ap） 條 ， 只 要 政 府 認 為
FCC 做法違法及不道德， FCC 已是
違反租約，政府有權收回物業並追究
法律責任。
FCC 在租期首兩年，每月向政府
繳交 55 萬元租金，平均呎租約 30
元，較現時中環乙級寫字樓 40 元至
50 元呎租便宜不少。黃國恩提到，
第四
（b）條說完結首兩年租期後，政
府在給予FCC不少於3個月的通知下，可自行決定
把租金提升，認為既然 FCC 做法不符香港利益，
政府也不用給予其任何優待，可考慮大幅增加租金
至市價或更高水平，並在約滿後把物業公開招標。

傅健慈：停租毋須發還已付租金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法
學博士傅健慈認為，FCC 罔顧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公署和特區政府分別的多次反對及譴責，一意孤
行，為陳浩天提供場地高調播「獨」，明顯是協助
「港獨」分子進行鼓吹煽動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
全和香港福祉的活動，政府責無旁貸，應該馬上行
使租契賦予的權力，收回 FCC 會址，不用發還
FCC已經繳付的租金或作出任何賠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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