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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棟國：零容忍取締「民族黨」杜絕禍港之火燎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特

區政府日前禁止「港獨」組織「香

港民族黨」運作。前保安局局長黎

棟國昨日強調，處理「港獨」問題

必須採取「零容忍」態度，又以

2014年違法「佔中」為例，強調

「佔中」與「港獨」無異，若不趁

早禁制，只會讓禍港之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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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棟國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強調，香港
特區的憲制基礎亦是建基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運作建基於「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和高度自治，而法律則是建基於國家
憲法及由全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當中基本
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寫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港
獨」主張恰恰是將這些基礎拆除。
他續指，「港獨」分子聲稱他們無份制
訂基本法，故不接受和不遵守相關條文，
但他並不認同：「香港咁多本地法律，有
邊條係由年輕人制定？」他解釋，香港絕
大部分的現行法律是回歸以前制定，並在
回歸後通過基本法認可轉化為特區法律，
故問題不在於有沒有份制定法律。
黎棟國強調，基本法是香港最高的憲制性

法律，香港市民須接受法律每一條條文，而
香港市民核心價值之一的自由也受到基本法
第二十七條保障，如以同一道理與思維，香
港市民亦須遵守基本法第一條的內容。

「民族黨」有計劃有行動
對於特區政府禁止「民族黨」運作，他明
言「港獨」絕對不可容忍，而「民族黨」有綱
領、有計劃亦有行動，「唔係話講吓就算」，
就好像當時違法「佔中」的概念最初是由一人
所撰的文章提出，一直發展下來，最後爆發了

行動，故「佔中」與「港獨」無異，擔心若不
趁早禁制，只會讓禍港之火燎原。
黎棟國說，對當時「佔中」感受甚深，

指「佔中」引致社會相當大的撕裂，雖然
通過香港市民共同努力下最終和平落幕，
但之後卻發生了旺角暴亂，慨嘆為何香港
在基本法的保障下仍會發生這類事件。
他又指，有人提倡「公民抗命」、「違

法達義」等違法口號，但香港成功的最大
基石就是良好法治，對有人用這些違法口
號破壞法治，實在令人痛心。

他強調，香港絕不容忍任何暴力行為，
「佔中」已讓香港廣大市民清楚明白到暴
力為香港帶來的傷害，因此特區政府對於
任何鼓吹「港獨」的行為，態度都要非常
明確，一律採取零容忍態度。
至於現時提倡「自決」的人士大多為年

輕人，黎棟國認為由於大多年輕人面對着
各種問題，如高等教育學位不足、樓價過
高導致無法置業等，繼而對社會充滿許多
不滿，希望政府能與年輕人有商有量，為
他們提供向上流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民
族黨」已被列為非法社團禁止運作，但反對
派仍計劃於今日發起遊行聲援。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強
調，任何被視為協助、援助或贊助「民族
黨」的活動，均可能要負上刑事責任。
梁美芬昨日出席港台節目《城市論壇》
時表示，早在「民族黨」兩年前申請註冊
之時，特區政府就應該果斷地拒絕他們，
不應讓「港獨」分子有任何遐想，容許這
些人繼續倡議「港獨」，並形容政府取締
「民族黨」是「遲來的決定」，日後若再

有社團倡議「港獨」，政府都應該從速、
果斷宣佈那些社團為非法組織。
對於反對派在「民族黨」被禁後發起遊

行聲援他們，梁美芬強調「民族黨」已是
非法社團，任何協助、援助或贊助非法社
團的活動，包括在資金、人力甚至技術上
如租場等援助，均屬於違法，而在 face-
book上轉發「民族黨」專頁的訊息也是援
助的一種，不要以為有關平台是互聯網就
毋須負上任何責任。

梁美芬批「眾志」同涉「獨」

至於鼓吹「自決」的組織應否被取締，
她點名指「香港眾志」等提倡「自決」、
並作出類似言行的團體，政府都應該從速
果斷取締，因在國際法之下，「自決」只
適用於主權國本身，但香港並非主權國，
提倡「自決」與「港獨」無異，牽涉暴力
與否並非取締與否的必要條件。
梁美芬認為，今次事件將為日後就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時提供有用的參考價值，社
會現時也應開放討論二十三條立法。
出席同一節目的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

亦認為，政府今次展現了「難得的勇

氣」，因過去「民族黨」明目張膽在校園
外宣「獨」，大家有目共睹，取締「民族
黨」可讓學校有規可循，而教育界應及早
做好預防「港獨」入侵校園的工作。
不過，同場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就聲

稱，「民族黨」僅得幾個成員，「冇乜人
識」，程度並未達國際法所指的對國家安
全達到真實嚴重的即時威脅，今次取締
「民族黨」有如「講吓都唔得」。而曾稱
或會邀請陳浩天演講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
長黃程鋒，就聲言港大並未有計劃邀請對
方出席，但「不排除」這個構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昨日
續有多個民間團體請願，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取締「民族黨」，並促請政府
以嚴正、強硬的態度依法取締其他
「港獨」組織，以及盡早為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保障國家安全。
「金紫荊掃『獨』組」與「愛護
香港力量」合共近50名成員先後
到灣仔警察總部請願。
兩個團體均表示，只希望香港安

定繁榮，不希望有極端政治組織破
壞香港治安，因此發起行動支持特
區政府和警隊嚴正執法，同時表達
對「港獨」的不滿。
「金紫荊掃『獨』組」表示，即
使「民族黨」被取締，但其他「港
獨」組織仍然存在，擔心只是治標
不治本，要求政府盡快為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解決「港獨」危
害，保持香港的長治久安。
「愛護香港力量」召集人李家家

指，「香港民族陣綫」、「學生動
源」及「學生獨立聯盟」三個組織
的招收成員章程或綱領亦和「民族
黨」相同，亦聲言要「香港獨
立」、暴力抗爭等，違反國家憲法
和基本法，危害國家主權及領土完
整。她要求政府禁止這些「港獨」
團體繼續運作。

反對派遊行聲援 同屬違法或負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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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與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的「撞區」爭議仍未平
息。「將關組」昨日舉行記者會作大控訴，其
中本身是民主黨黨員的「將關組」主席柯耀林
踢爆，與「將關組」成員「撞區」的民主黨莊
榮輝，以及被指慫恿莊空降將軍澳的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林卓廷，在該黨會議上語帶恐嚇，聲
稱「擺把刀落你哋條頸度」等。「將關組」批
評：「係咪大黨就可以恰人？」
「將關組」昨日在記者會上稱，除了莊榮
輝與「將關組」成員李栢棠在都善選區「撞
區」外，民主黨也在厚德及寶怡這兩個「將
關組」早已有人服務的選區「插旗」。

指莊榮輝恐嚇橫刀架頸
柯耀林憶述，民主黨西貢黨團在去年9月

舉行會議，討論該黨社區主任的落區名單，
當他問到為何在厚德及寶怡都要安排社區主

任時，莊榮輝稱「要擺把刀落你哋（『將關
組』）條頸度」，他當時感到「可笑」。而
在一兩個月前的西貢黨團會議上，林卓廷就
着他「唔好搞莊榮輝個區（都善），其他區
可以讓畀你哋（『將關組』）」。
他說，在民主黨中委會決定把「將關組」
列為「政治團體」後，他有3個月時間決定
選擇民主黨抑或「將關組」，自言角色被
動，雖沒有意願離開民主黨，但如果迫於無
奈會選擇「將關組」。
「將關組」發言人、西貢區議員陸平才

稱，在寶怡選區，「將關組」成員謝正楓是
現任區議員，但民主黨竟稱謝正楓「落嚟
（寶怡）撞佢哋個黨員」，「係咪大黨就可
以恰人？」
本身是都善選區內的屋苑都會駅業委會副

主席的李栢棠說，莊榮輝去年8月跟他說想
在都善「服務」，他重申業委會已決定派人

競選區選，「佢竟然同我講『係民主黨派我
落嚟，無得協調』」；今年8月，林卓廷及
莊榮輝與他及兩個業委會成員飯局，其間他
再重申立場。他批評莊榮輝聲稱無得悉「將
關組」有意在都善參選是「講大話」。

林卓廷反責柯「無間道」
林卓廷回應時反駁稱，柯耀林披露民主黨
內部會議內容，證明其雙重身份引致嚴重利
益衝突，令人質疑他會否再向「將關組」大
爆該黨機密資料，支援「將關組」和該黨對
選。莊榮輝就堅稱，去年8月與李栢棠通電
話時，對方沒有提及自己有意出選。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就稱，「將關組」近年
越趨政黨化，並在民主黨「優先出選」的選
區中與他們對選，任何黨員如同屬「將關
組」成員，必定引起嚴重的角色和利益衝
突，不符政治倫理。

鴿黨內訌爆大鑊 柯耀林稱遭「刀」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宣佈
參加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劉小麗，日
前選擇性接受個別傳媒訪問，有傳媒
報道她期間展示收據，力證自己有履
行前年選舉「捐一半人工」的承諾，
但她至今仍未向公眾公開收據，而據
報的受助者更全是具反對派背景的組
織、團體及計劃，被質疑「塘水滾塘
魚」。她昨日舉行「集氣大會」，特
意安排受助團體代表上台做「見證」
並為她打氣，有如間接承認其所謂
「捐款」只是在反對派內左手交右
手。
劉小麗昨日安排「香港婦女勞工協

會」代表上台，本身是其學生的該代
表宣稱接受了她的大筆捐款。香港文
匯報翻查資料，「香港婦女勞工協
會」為職工盟的屬會，而職工盟與劉
小麗早前加入的工黨關係千絲萬縷。

而根據報道，「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是劉小麗捐款的主要對象，共收到逾
13萬元。
劉小麗的黨友、工黨立法會議員張

超雄也聲稱，自己與社福界立法會議
員邵家臻一直關注的院舍服務，也獲
劉的捐助。不過根據報道，「永別劍
橋康橋工作小組」於今年8月、即劉小
麗積極備戰補選期間，才收到9萬元捐
款。

小麗「集氣」露馬腳 自揭捐錢益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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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國慶日，神
州大地處處花團錦簇、生機勃勃，五星紅旗更顯
鮮艷美麗。在這喜慶日子，港人與億萬中華兒女
一起，共同為國家的成就而驕傲自豪，一同歡慶
共和國69歲華誕。就在前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香港
工會聯合會訪京團並發表重要講話。韓正副總理
的講話傳遞了豐富的信息，在國慶這舉國歡慶時
刻，細細體味韓正的講話，回顧並展望香港與國
家同命運、共發展的歷史與美好前景，有助我們
對香港未來如何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發展更好
貢獻香港力量，同時也在國家持續發展中，獲得
香港更大的發展動力，進行與時並進的深入思
考。

韓正副總理會見工聯會訪京團的講話，至少有三
層意思值得我們細細體味思考：

第一、以民為本，利民為先。韓正在講話中指
出，國家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引領
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任何發展都
應以人民為中心，發展要對人民有利，令人民有獲

得感和幸福感。以民為本、利民為先 ，這個
「民」當然也包括了香港同胞，國家對香港同胞的
關心，是中央「以人民為中心」施政理念在處理港
澳問題上的具體體現。

回顧習主席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際視察
香港後的短短一年多時間，國家相關部門就推出
了一系列便利港人在內地工作、生活、學習的措
施，出台的眾多政策措施均是推動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重要舉措，讓香港同胞實實在在地感
受到了習主席以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對香
港市民的關懷。此次韓正副總理並就港人內地繳
稅問題表示，會盡快妥善處理，很快會有好消息
和細則出台。這一切讓港人有獲得感和幸福感的
政策舉措及行動，是中央對港澳同胞的厚愛，更
是中央「以民為本、以民為先」施政理念的生動
體現，這種關愛讓香港、讓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更
有信心，同時對港人擁抱國家發展機遇、在國家
的進步發展中成就個人事業、創造美好生活更加
有信心，也更加積極主動。

第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獲得香港發展動

力。香港的發展與未來，最大的動力來自於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
路」發展是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在粵港澳大灣
區規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家已充分考慮
了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說為香港創造了無限
的發展機遇。國家安排港澳特首進入粵港澳大灣
區領導小組及高層協調，努力推動香港與大灣區
實現資源要素的無障礙流通、產業優勢的互補發
展，通過群集發展產業鏈，香港的創新科技與大
灣區的高端製造形成有機合作，這令香港在大灣
區創建國際創科中心方面可發揮重要作用、作出
突出貢獻。香港並可作為國際性的重要商業中
心，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自己在金融、法
律、專業服務人才等方面的優勢。只要融入粵港
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發展大勢，香港的未來
就充滿了希望。

第三、香港必須堅決反對「港獨」。堅決反「港
獨」，是香港的憲制責任，是香港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必然選擇，香港必須對「港獨」
零容忍、零空間；而且，只有堅定地反「港獨」，

才能消除香港發展的不確定性，消除未來香港發展
的嚴重阻礙因素，消除香港陷於內耗的政治風險，
香港才能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四十年改革開放，國家成就舉世矚目，香港與
國家改革開放同步邁進，從不缺位，既是貢獻
者，也是受惠者。今天，共和國家底日厚，積累
起堅實的力量，也迸發出無窮的能量，面對當今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單邊主義抬頭、國
際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中華兒女正以奮鬥
拓展中國道路，以奮鬥推進改革偉業，以奮鬥成
就時代光榮。

在國慶69周年華誕時刻，認真體味韓正副總理
的講話，我們對香港的未來有了更清晰的認知、
擁有了更堅定的行動方向：香港一定要以民為
先；香港一定要擁抱國家發展戰略、通過服務國
家獲得發展動力；香港一定要堅決反對「港
獨」，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避免內耗政
治風險。香港只要集中精力做好這三點，就可以真
正與國家一起，努力奮鬥成就復興偉業，創造更加
美好的未來。

珍視中央關愛 擁抱國家發展 堅決遏制「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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