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保
港
」場
外
示
威

抗
議
搭
台
播
「
獨
」

賴死遲交申述「民族黨」再出術
索14天「補交」圖續拖延 各界促速取締究「獨」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警方以國家安全為由，建議保安局引用

《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並給予時間讓「民族黨」書面申

述，最後限期於昨日下午5時屆滿。「民族黨」於昨晚8時多始提交申述

書，更要求保安局再給予14天時間讓他們補充申述。政界人士批評，「民族

黨」的頭目陳浩天公然勾結境外「獨」組織甚至恐怖組織，在申述期間繼續

公然播「獨」，甚至乞求美國制裁香港，損害所有香港人的利益，已然證據

確鑿。該黨在提交申述書的問題上一拖再拖，圖行緩兵之計，特區政府應立

即採取行動，禁制「民族黨」運作，並追究有關人等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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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產業
署日前公開與香港外國記者會（FCC）會
址的租契內容，其中清楚列明承租人（即
FCC）不得使用、批准或容許物業的任何
一部分作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用途，而出租
人（即特區政府）有權收回該物業。多名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均表示，FCC明顯已違
反了租約的規定，政府應立即收回有關物
業，不容再拖。

梁志祥：不能再猶豫不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批評，「香港民族黨」及其召
集人陳浩天，通過「實際行動」推動「港
獨」，已是鐵一般的事實，FCC竟主動邀
請對方在其會址內播「獨」，明顯已違反
了政府的租約的規定。
他坦言，在消息傳出後，不少人已經因

為FCC破壞租約條款，不斷要求身為業主
的特區政府盡速採取行動，惟事隔個多
月，產業署才公開租約的內容，證明了當
日提出的質疑者要求合理，政府更應立即
採取行動，不能繼續猶豫不決。

何俊賢：防「獨人」仿傚禍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遵守中

國憲法及特區基本法，是人所共知的基本
要求。FCC明知陳浩天會在演講時鼓吹
「港獨」，仍為對方提供平台，已觸及國
家不可逾越的底線，觸及租約中「遵守法
律」的規定，證明特區政府有清晰依據，
終止FCC的租約。
他強調，特區政府必須採取即時行動，
以防其他「港獨」組織有樣學樣，通過所
謂民主、言論、新聞、創作自由等肆意播
「獨」，以荼毒年輕人、挑動社會矛盾來

增加其政治資本，屆時香港社會必定後悔
莫及。

何啟明：嚴打擊免淪「獨」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出，FCC是
一間歷史悠久、且受到政府服務資助的協
會，在租契條款的約束下，仍刻意給予
「港獨」中人陳浩天，以其會址作為宣揚
「港獨」的平台，於理於法都不合，而
FCC刻意在會議記錄中隱藏了邀請陳浩天
的過程，更反映FCC已有預謀製造事端。
他認為，FCC有關的舉措，明顯已違反
了租約條款的規定。既然FCC單方面違
約，特區政府就應從嚴處理，根據租約處
理租戶的違規事宜，特別是必須依法收回
會址，以證明特區政府打擊「港獨」的決
心，同時杜絕「港獨」分子將特區政府的
物業變成「港獨」基地。

FCC違租約 建制促收回物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外國記者會（FCC）早前邀請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作播
「獨」演講，社會各界質疑FCC為
違法言行提供場地，而政府產業署
日前公開的FCC會址租契中，有條
款列明會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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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團體昨日到FCC外抗議，
批評會方為陳浩天搭台播「獨」，
煽動分裂國家的違法行為，更蓄意
刪除會議記錄，企圖銷毀證據，要
求會方道歉。
「保港運動」一行30人昨日遊行

至FCC外。他們高舉國旗和區旗，
高叫「合謀煽動『港獨』卑鄙無恥
剷除分離主義 速立二十三條」等
橫額口號，其間大喊「勾結陳妖播
『獨』 FCC最惡毒」、「刪除會
議記錄 企圖開脫刑責」、「收回
FCC會所 踢走反華勢力」等口
號。

痛斥行為等同「港獨」共犯
他們批評FCC協助陳浩天進行煽

動分裂國家的違法罪行，等同「港
獨」共犯，違反租約條款，又質疑
FCC蓄意刪除邀請陳浩天播「獨」
的會議記錄，企圖銷毀違反租約條
款的證據，及推卸合謀播「獨」的
刑責，並向FCC職員遞交請願信，
要求對方盡快交代會議記錄及公開
道歉。
「保港運動」召集人傅振中表

示，FCC罔顧社會的輿論壓力，公
然為陳浩天搭建播「獨」平台，甚

至安排網絡直播，協助「港獨」勢
力進行煽動分裂國家的違法行為，
等同於「港獨」的共犯，罪行極為
嚴重。
他續說，政府產業署日前公開

FCC的租約內容，當中規定FCC不
得使用、批准或容許物業做任何非
法或不道德用途，若FCC違反租
約，作為出租人的特區政府可隨時
收回物業。

銷毀會議記錄圖掩飾罪行
傅振中質疑，FCC為了推卸「港

獨」的刑責，蓄意刪減了邀請陳浩
天播「獨」的文字記錄：「FCC的
理事會定期開會討論每次的午餐會
演講，並有詳細的會議記錄，但這
次『震撼全城』的陳浩天播『獨』
演講，在每月理事會會議記錄上消
失得無影無蹤，甚至在交代大小事
務的流水賬單中亦不見一字。」
他質疑FCC試圖隱瞞，銷毀合謀
播「獨」的文字記錄和違反租約條
款的證據，並要求FCC盡快交代為
何沒有邀請陳浩天演講的討論議程
和會議記錄，並對損害香港的法治
及和諧穩定公開道歉。
特區政府就禁止「民族黨」運

作而給予對方的申述期限昨日屆
滿。
傅振中認為，政府已經給予「民

族黨」和陳浩天充裕的時間，但對
方再三拖延，「有膽做無膽認」，
而陳浩天應該對播「獨」、煽動分
裂國家及破壞社會和諧的違法行為
承擔責任。

《社團條例》賦
予社團事務主任在
某些指定情況下可

啟動程序，向保安局局長提出禁止社團
的運作或繼續運作的建議。
根據《社團條例》第八條第（1）

（a）款，「社團事務主任合理地相信禁
止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的運作或繼續運
作，是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
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要
者。」

根據條例第八條第（3）款要求，保
安局局長一般要給予有關團體申述的機
會，並於考慮其申述後作出命令。
李家超指出，該命令須刊憲才生效，

而有關社團亦會成為非法社團，任何人
涉非法社團的活動，均屬犯罪，監禁年
期最高為兩年至三年。
在刊憲生效之後，有關人士有30天向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上訴，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以取消、改動有關
命令。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保安局局長在今年7月17日宣佈，根據
警方的建議，考慮引用《社團條例》

第八條，以「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
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要者」
為由，禁止「民族黨」繼續運作，並會給予
「民族黨」3個星期時限，即8月7日前作書
面申述。
不過，「民族黨」3次要求延長申述期，
並獲保安局同意。昨日下午5時，是申述的
最後期限，但該黨到晚上8時多始提交申述
書，更聲稱保留在14天內再提交補充資料
的「權利」。

盧瑞安：觸碰底線禍國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坦言，目前的關

注點並非「民族黨」何時提交申述書，或是
否準時提交，而是「民族黨」公然播
「獨」，更付諸實行，與包括「藏獨」、
「疆獨」、「台獨」、「蒙獨」分子勾結，
要「圍堵中國」，觸碰了國家的底線，公然

威脅國家安全。為此，特區政府已有足夠的
理由，對「民族黨」採取行動，以維持社會
的安寧。

梁志祥：逾期即放棄申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指出，「民族
黨」的言行眾所周知，是一個不折不扣的
「港獨」組織，近期更變本加厲，利用申述
期的空間挾外國勢力宣「獨」，更狂妄地去
信美國總統特朗普及美國國會乞求「制裁」
香港，行事囂張放肆。
他認為，「民族黨」逾時始提交申述，代
表了他們放棄申辯的權利，法律程序已經
「走完」，特區政府應立即宣佈依法禁止
「民族黨」運作。

陳恒鑌促勿「婦人之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指出，特區政府
已全面掌握了「民族黨」宣「獨」的證據，
同時再三推遲申述期，已提供了充足的時間

讓陳浩天等辯解，惟對方一拖再拖，反映他
們實無辯駁的正當理由，只是在拖延時間，
讓自己有繼續播「獨」的空間和時間。
他強調，特區政府不應再「婦人之仁」，

應該立即採取行動，取締這個鼓吹「港獨」
不遺餘力，更試圖「落實」執行的「民族
黨」。

邵家輝籲依法執法遏「獨」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指出，保安局已

多次因應「民族黨」要求延長申述期，惟該
黨一直拖延、「闊佬懶理」。特區政府已依
法給予對方申述機會，就應該依法處理餘下
的程序，以免「港獨」之風蔓延。

姚思榮：速行動免損威信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表示，「民族
黨」的「獨行」已眾所皆知，難以狡辯，特
別是陳浩天早前到FCC宣「獨」，進一步
明確其立場，故不斷要求延長申述限期，實

屬緩兵之計。既然已走到這一步，特區政府
應盡快採取行動，不要再猶豫不決，否則將
會帶出負面信息，就是令這些「獨」組織以
為在與政府交涉時，可存僥倖心理，勢將影
響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保安局昨晚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民族

黨」的申述期限是昨日下午5時，局方在5
時過後收到「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及發言
人周浩輝代表律師分別提交的信件，現階段
不作評論。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於
今年7月17日宣佈，正
在考慮是否行使《社團

條例》賦予的權力，禁止「香港民族黨」運
作。根據警方指出，「民族黨」召集人陳浩
天公開支持「港獨」，不單是政治表述，更
有清晰策略及藍圖，通過實際行動達成「港
獨」的目標，包括試圖註冊公司、參與立法
會選舉、在校園滲透「港獨」信息、收集捐
款及尋求海外分離分子支持等，是令人相信
「民族黨」運作對國家安全構成真正威脅的
有力證據。

勾結分離組織 滲校荼毒學子
警方在文件中指出，陳浩天有清晰策略及

藍圖，透過具體行動達成「港獨」的目標，
並列舉其9項推動「港獨」的具體行動，包
括提出滲透政府各部門、滲透警隊；與「疆
獨」、「藏獨」、「台獨」和「蒙獨」等分
離組織建立聯繫；舉辦「中學政治啟蒙計
劃」、在各校組織中學生；向本地大學及院
校提供「港獨」標語。
同時，「民族黨」還出版鼓吹「港獨」的

刊物《眾議》；透過傳媒訪問、電台、互聯

網作政治宣傳；擺設街站及舉行公眾集會；
陳浩天曾經意圖參選立法會選舉；籌款及招
收成員，更表明目標是「兩年內令香港人全
面敵視中國殖民者」、「5年內發展出可觀
的勢力」。
同時，「民族黨」一直聲援旺角暴亂入獄

者，包括2018年6月陳浩天參與旺角「義士
陷黑獄 星火送暖光」行動，聲援「旺角暴
動」的入獄者，警方相信「民族黨」宣稱放
棄使用暴力，並非其真正意圖。

申述期續播「獨」挑動兩地矛盾
在申述期間，「民族黨」的陳浩天到香港

外國記者會（FCC）演講。警方上月向保安
局局長提交了補充資料，引述陳浩天在FCC
的演講中承認，「民族黨」透過不同方法和
行動爭取其目標，例如參選立法會選舉、組
織教育活動及公眾集會等，以啟發「香港民
族意識」，對抗「中國殖民統治」，更聲稱
香港人是一個被中國「吞併」及「侵蝕」的
「民族」，內地人「侵佔」本地住屋、醫
療、就業資源等，是闡述「民族黨」對內地
及新來港人士的厭惡，進一步證實「民族
黨」運作會對新來港人士的權利和自由構成

威脅。

屢煽暴力抗爭 勾外力制裁港
針對陳浩天聲稱「民族黨」從不鼓吹並

「譴責」暴力，警方直言這並非真確表述，
因「民族黨」及陳浩天在多個場合中公開宣
稱，他們準備使用武力爭取「港獨」，並鼓
勵其他人一起這樣做。
陳浩天更在演講及發給美國總統特朗普的

公開信中呼籲外國「制裁」香港以至國家。
警方指出，陳浩天在保安局局長考慮禁止
「民族黨」運作之時，在國際傳媒面前「邀
請」外國打擊香港和國家，是將「民族黨」
「升格」，將「港獨」主張提升至國際層
面。
陳更在信中聲言，「港獨」的觸發點是在

「中國崩潰」之時，代表「民族黨」認為如
果中國的實力被削弱，香港就有更佳機會去
「獨立」。至於「民族黨」去信特朗普要求
美國停止香港在《香港關係法》下的特殊地
位、推動撤銷香港和中國內地的世貿組織成
員地位，更進一步證實了這點。
警方認為，這是精心計算及具戰略性的行

動，嘗試為危害國家安全的「港獨」創造有
利條件，也是「民族黨」作出實質行動達至
「港獨」的又一例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罪證「浩」繁 獨行滔「天」

倘刊憲列非法 罪成最高囚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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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團體昨日到FCC外抗議，指FCC為陳浩天搭台播「獨」，質疑對方蓄意刪除會議記錄，企圖銷毀違反租約和煽動「港獨」的證據，
要求FCC就事件公開交代並道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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