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表支持：確保選舉符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在回應傳媒查詢時
表示，特區政府支持選舉主任依法就候
選人提名是否有效作出決定，並重申擁
護基本法是立法會議員的基本法律責
任，而鼓吹或推動「民主自決」或「香
港獨立」可以作為選項者，不可能擁護
基本法，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
責。選舉主任是次的決定旨在令是次立
法會選舉能在符合基本法和其他適用法
律下公開、誠實、公平地進行，與部分
社會人士指稱的政治審查、限制言論自
由或剝奪參選權無關。
特區政府發言人在昨日聲明中表示，政

府一直尊重及維護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權
利，包括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六條所享有的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同時，特區政府有責
任執行和維護基本法，及確保所有選舉均
在符合基本法和相關選舉法律下進行。

鼓吹「自決獨立」違議員職責
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區的憲制及法律

地位十分清晰。根據基本法第一條指
出，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
離的部分；第十二條則列明，香港特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
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第一百五十九（四）條規定，基本

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即香港依
據「一國兩制」原則作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特別行政區的政策）相抵觸。
發言人續說，立法會根據基本法作為

香港特區的立法機關，其職能等事宜由
基本法第六十六至七十九條所規管。
「換言之，立法會的設立及職權均源於
基本法。此外，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
定，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
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發言人強調，「民主自決」或鼓吹

「香港獨立」可以作為選項，均不符合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

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
針政策相抵觸。「擁護基本法是立法會
議員的基本法律責任。鼓吹或推動『民
主自決』或提倡『香港獨立』可以作為
選項的人士不可能擁護基本法，因此不
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

無關政治審查限制言論自由
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知悉，2018

年立法會九龍西地方選區補選的選舉主
任已開始就候選人的提名作出決定。特
區政府支持選舉主任依法就候選人提名
是否有效作出決定。選舉主任根據相關
選舉法律有責任和權力作出該些決定。

就一名候選人因不符合《立法會條
例》第四十（1）（b）（i）條的規定
而被選舉主任決定其提名為無效，特區
政府認同及支持選舉主任的決定。「鼓
吹或推動『民主自決』，或提倡『香港
獨立』可以作為選項，與法例要求之聲
明內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內容相違背，該候選人不可能符
合相關選舉法律的規定。」
發言人強調，選舉主任的決定旨在令

是次立法會選舉能在符合基本法和其他
適用法律下公開、誠實、公平地進行，
與部分社會人士指稱的政治審查、限制
言論自由或剝奪參選權無關。

法律界：「獨」無赦 DQ符法理情
屢煽「自決」證「獨」行 挺選舉主任裁定
一直鼓吹「自決」，但為參選立法會九龍西補選

而刪去「自決」政綱的劉小麗，昨日被選舉主任通

知裁定選舉提名無效。法律界人士昨日均指出，選

舉主任提供的理據相當清楚、合理且充分：劉小麗多次鼓吹通過包括「港

獨」選項在內的「公投」來「自決」，明顯已是不擁護基本法的表現，而法

院此前就瀆誓案的裁決亦明確指出，劉小麗在2016年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儀

式時的表現，並非真心誠意擁護基本法，加上在這段時間未有客觀事實證明

她對基本法的看法有改變，選舉主任是次的決定符合法例規定，也是合理

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2016年立法會選舉

梁天琦（「本土民主前線」）
■在錄影片段中清楚指出

他主張及支持「香港獨
立」

陳浩天（「香港民族黨」）
■在報名後仍在競選政綱

和記者會中表示支持
「香港獨立」和廢除基本
法

陳國強（沙田區議員）
■主動聲稱會繼續推動
「港獨」

楊繼昌（「香港民主進步黨」）
■對外宣稱主張推動「中

港政治對等」，曾提交不
擁護基本法聲明

中出羊子（「城邦派」）
■稱會「大範圍勾結外國

勢力」介入香港「二次主
權」問題，並不擁護、亦
無意擁護基本法

賴綺雯（「保守黨」）
■推動的「香港歸英運動」

提出香港「不再屬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而要成

為「英國一部分」

2018年立法會補選

周庭（「香港眾志」常委）
■「香港眾志」認為香港可
「自決」公投是否「獨
立」，而作為「眾志」的核
心成員，定必推動該黨
主張，反映她並不擁護
基本法及效忠香港

劉頴匡（自稱「獨立本土派」）
■2016年在社交網站上

表明支持「香港獨立」，
並列出9個相關帖文，
而報章報道亦反映他

「顯然堅持要接替或取
代」支持「港獨」的梁頌
恆和在2016年立法會
選舉中喪失提名資格的
梁天琦

陳國強（沙田區議員）
■於2016年7月立法會選
舉時，向新界東地方選
區選舉主任發信，陳述
公然主張和推動「港獨」
的立場，其後的行為亦
表現出有關立場

近年被裁定提名無效的參選者
劉小麗此前一直鼓吹所謂「民主自決」，

更一度表明「『民主自決』的政治意義
本就是要超越所有對人民的限制，包括是基本
法的限制，以民主的方式讓人民決定自身的命
運和香港前途」。不過，她在宣佈參選後，就
刪除了政綱中有關「自決」的部分，更改口稱
自己所說的「自決」，意思是「生活上有自
主、社會自強」云云。

湯家驊：擁法要求非僅限「容忍」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日在接
受傳媒訪問時認為，選舉主任是次裁定劉小麗
的選舉提名無效，相信與選舉主任是否信納參
選人擁護基本法有關。在劉小麗有關議員資格
的司法覆核案中，法院的裁決已清楚說明，劉
小麗在宣誓時表現，並非真心誠意地擁護基本
法。她其後放棄上訴，亦等同接納法院的判決。
他續說，在有關的判決中，法官已表明是
否擁護基本法是客觀的判斷，並非參選人說了
算，而是要有客觀事實讓選舉主任信納。選舉
主任會根據這段時間發生的事，包括是否有客
觀事實證明劉小麗對基本法的看法現在已經改
變，來考慮有關的法院判決是否仍然適用。
湯家驊強調，劉小麗一直堅稱自己不支持
「港獨」，但是否支持「港獨」和擁護基本法
雖然是相關，但卻是「兩回事」：支持「港
獨」者必然不擁護基本法，兩者不能共存，但
不支持「港獨」，未必必然等同擁護基本法，
而擁護基本法要求相當高，不僅限於「容忍」
或「可以接受」基本法。

馬恩國：「自決」等同撐「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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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主任發出
的文件清楚表明，劉小麗雖沒有說過支持「港
獨」，但就強調「自決」，而根據聯合國憲章
規定，「自決」有其獨特的政治意義，並非指

「自由選擇決定在哪間食肆吃飯」，而是經由
「自決」走向「獨立」。
他強調，劉小麗在參選後，僅以「語言偽
術」狡辯，由始至終都沒有發表過言論，或有
任何事實證明她已改變了自己原先立場，選舉
主任在有足夠的證據下，裁定其選舉提名無
效，實為必然的結果。

黃國恩：證亂簽確認書難蒙混過關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

表示，選舉主任是次裁定劉小麗的提名無效，
是合法合理的，更是意料中事，說明了「港
獨」分子即使虛情假意的胡亂簽署確認書，也
不可能蒙混過關。
他解釋，選舉主任在考慮參選者是否符合參

選規定時，會綜合參選人過往及現在的言行，
綜合考慮其政治取向。劉小麗「港獨」、「自
決」取向一直沒有改變，就是堅決拒絕接受中
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即使
如何包裝也掩蓋不了她的「獨心」，被DQ是理
所當然的事。

傅健慈：再容入閘實浪費公帑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博士傅健慈支持選舉主任裁定劉小麗的選舉
提名無效。在2016年當選時，她在就職宣誓時故
意用龜速慢讀議員誓詞，終被法庭裁定其「無意
履行立法會誓言所訂明的責任」，失去議席，完
全是咎由自取，如讓她再入閘參加補選同一議
席，於理不合，更會浪費公帑、政府的人力物力
和選民的時間，甚至成為國際笑話。
他續說，劉小麗在上次選舉期間不斷鼓吹煽動

「港獨」和「自決」，包括在個人網站鼓吹爭取
所謂「前途自決」，到最近才改口說成是「政制
上自決」，令人質疑她由始至終都並非真誠地擁
護基本法及保證效忠香港特區，故選舉主任是次
DQ她的決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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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在劉小麗
昨日被選舉主任裁定參選提名無效前，民
間組織「反港獨、反黑金關注組」三十多
名成員到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即選舉主任
的辦事處示威，批評被DQ議員資格的劉
小麗公然「販獨」，更為參選而鬼祟刪除
相關的政綱，其誠信及操守令人質疑，要
求選舉主任裁定劉小麗不符參選資格。
「一個支持『港獨』、惡搞莊嚴的宣誓儀
式，而被『褫奪議席』的政壇投機小丑，
有何資格再參選？」
示威者指出，劉小麗一直鼓吹所謂「推
倒高牆，自決自強」、「為香港爭取『前
途自決』」，即不認同「一國兩制」中的
「一國」，更曾「龜速宣誓」，以六秒鐘
讀一個字，以長達十分鐘讀完整篇誓詞，
事後還在fb稱此舉是要「彰顯誓詞的虛
妄。」凡此種種，正是劉小麗抗拒基本
法，主張「港獨」的最完整、最真實演
繹。
他們批評，劉小麗雖然因瀆誓而喪失了立

法會議員資格，但她不甘心議員夢碎，遂為
了符合參選資格，而鬼鬼祟祟地剷除了網頁
中的「自決」這「涉獨」政綱。在被記者發
現後問起，就斷然否認曾經支持「自決」、
「港獨」，更將「前途自決」詮釋為「政制
自決」。
示威者強調，民主選舉的目的就是舉賢
任能，「試問一個無法無天，翻手為雲、
覆手為雨，基本操守都欠奉的人何以為
『賢』？一個靠譁眾取寵、虛張聲勢，政
綱沒有半點為民服務的實質內涵，只有挑
起社會紛爭的假大空口號，如此的參選人
何以為『能』？」因此，他們要求選舉主
任DQ劉小麗參與補選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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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劉小麗選
舉提名被選舉主任裁定無效。多名建制派立
法會議員認為，劉小麗在當日宣誓時不尊重
立法會議員的誓詞，拒絕擁護基本法和效忠
香港特區，更一直鼓吹「自決」、暗撐「港
獨」，而這些事實是無法以花言巧語掩飾過
去的。她最終被裁定選舉提名無效，完全是
咎由自取，自食其果。

李慧琼：瀆誓證非真心擁法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正如選舉主任所
指，由劉小麗發表的文章以至在立法會的宣
誓，都反映她一直在推動「自決」，更表明

「港獨」可以作為「公投」的選項，加上她
在宣誓時的表現，證明她並非真心擁護基本
法，效忠香港特區。
她相信，選舉主任嚴謹及審慎地處理其參
選資格問題而作出的決定，符合香港社會的
長遠整體利益，有助維護基本法的尊嚴，確
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全面準確落實。

黃國健：警示參選勿觸「紅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出，劉小麗當
日不尊重宣誓儀式，是咎由自取的，而她是
次被選舉主任裁定選舉提名無效，反映了香
港的參政者都不能觸碰國家安全的底線，否

則應當有承擔後果的心理準備。日後，參選
者都要依法不要觸碰「紅線」，不再以「本
土」或「自決」來包裝「港獨」。

盧偉國：言行主張難證效忠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指出，劉小麗一直以來
的政治立場、主張以至言論，都無法令人相
信她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這
是如何塗脂抹粉都無法掩飾的，被裁定選舉
提名無效是合理的。

被問及選舉主任應否根據劉小麗的表現，
去審視其「Plan B」、已報名參選的李卓人
的參選資格，盧偉國表示，不方便評論其他
候選人，但相信選舉主任會根據法例審視每
一名參選者。

葛珮帆冀續嚴把關拒「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劉小麗一

直鼓吹的「自決」，實則是掛羊頭賣狗肉，
暗地裡鼓吹通過「公投」去達至「港獨」的

目的，試圖破壞「一國兩制」，更拒絕接受
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治權，違反了《立
法會條例》的規定，最終被選舉主任裁定提
名無效，完全是咎由自取，自食其果。
她直言，劉小麗為求入閘，就將社交媒體
上有關自己播「獨」的帖文全部刪去，但這
是無法欺騙到選舉主任的。特區政府必須繼
續嚴格把關，不能容許任何不尊重及不擁護
基本法的「港獨」分子混入立法會，使用公
共資源播「獨」。

文過難飾「獨」非 政界指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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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港獨反港獨、、反黑金關注組反黑金關注組」」到到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請願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請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