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竟放獨人入閘 選舉主任失職
政法界憂後患無窮 倡提選舉呈請司法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黑衣暴徒在
持續4個多月的非法示威浪潮中，不斷針對
警務人員及其家人進行「起底」，公開他
們個人資料並進行滋擾和恐嚇，而區議會
選舉在即，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擔心選
民登記冊亦會被暴徒用作「起底」，早前
入稟高等法院，要求法庭頒下臨時禁制
令，禁止選管會容許市民查閱各選民姓名
和地址等做法，惟被法庭拒絕，協會隨即
提出上訴，高院法官昨聽取控辯雙方陳詞
後，押後至今日（22日）作書面判決，但
在法庭有判決之前，有關選民登記冊暫不

開放讓公眾查閱。
上訴人為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答辯人為選

舉管理委員會、總選舉事務主任，以及選舉
登記主任。案件由署理首席法官潘兆初和上
訴庭副庭長林文瀚審理。
上訴方形容，目前的「起底」風氣如病

毒般散播，成為針對警員的政治武器，令
警員的家人，甚至年幼子女受影響，目前
更已出現「麻包袋接放學」等恐嚇言論，
認為法律制度應向年幼小孩給予最大保
障。
上訴方續指，在理想世界中愈開放當然愈

好，惟法庭亦應務實地留意當中的風險，又
指出開放性有程度之分，認為在目前的社會
氣氛下，公開相關資料將令警員承受攻擊和
侮辱，更影響選舉制度的完整性。至於候選
人要透過「洗樓」等方式進行宣傳，有需要
得知選民的姓名和地址，上訴方認為可透過
網上宣傳等做法代替。
答辯方則指出，目前已有6個政黨和26名
申請人取得涉案資料，亦有法例規管候選人
和公眾，登記冊得來的資料只可用作選舉用
途，認為法庭不應「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
掉」，又指目前沒證據顯示警員遭「起底」
的資料由選民登記冊而來，更形容本案申請
只涉界別上的利益，法庭應將選舉的完整性
作平衡。

警協上訴禁查選民資料 高院今判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對待暴力違法活動雙重
標準、姑息縱容，到頭來只會害人害
己。
有記者提問，我們注意到，發生在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和英國倫敦的示威
活動與香港越來越像，特別是其中縱
火、擁堵機場、砸毀商舖等暴力違法
活動。當地暴力示威者毫不避諱地聲
稱複製所謂「香港經驗」，要做第二
個香港。但是，西方政治人物和媒體
對此保持低調甚至沉默，認為這些事
情發生在香港是「民主自由」，而發
生在西方社會卻是「暴力騷亂」。中
方對此有何評論？

西方對暴力雙重標準
華春瑩表示，我們注意到西班牙加

泰羅尼亞和英國倫敦等地發生的事

態。這是有關國家的內部事務，希望
在有關國家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下妥善
解決相關問題。
她同時指出，確實如很多媒體注
意到的，對發生在不同地方的違法
暴力活動，西方政治人物和媒體顯
然是採取了不同的態度。這再次說
明：一、所謂民主、人權只不過是
西方干涉香港事務的一個道貌岸然
的藉口；二、對待暴力違法活動，
只能是一個標準、一種態度。雙重
標準、姑息縱容，到頭來只會害人
害己。
華春瑩指出，近期的事態和西方政

客的表演讓我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
到，某些西方政客嘴裡的美麗風景線
好比沙漠中的海市蜃樓，或者大海裡
塞壬的歌聲，如不能明辨是非、保持
定力，最終只會迷失自我，付出沉重
的代價。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姑息縱暴 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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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港獨」分子入閘 選舉主任把好關了嗎？

參選區議會元朗元龍選區的張秀賢昨日接獲通
知，提名資格獲確認。截至目前，已有多名主張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者陸續獲確認參選資格。
政圈老友對自明話：「張秀賢是非法『佔中』核心
分子，被裁定妨擾罪成的『佔中九丑』之一。他還
是長期鼓吹『港獨』的死硬分子，2017年6月他成
立名為『立言香港』的組織，雖然刻意避開『港
獨』、『自決』等字眼，但『經濟自主』、『體制
自強』、『社會自治』、『文化自成』、『國際自
立』等極端分離主張，與『港獨』、自決派主張根
本無實質區別，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老友質疑：「這樣的人，都能入
閘參選區議會，

不知選舉主任如何把關？新一屆區議會，會否淪為
政爭不息、散播『港獨』的『九反之地』，不能不
令人擔心。張秀賢更是『港獨』組織學民思潮前成
員、學聯前常委，他能『入閘』，黃之鋒、周庭點
算？」
老友續說：「張秀賢曾在其社交網站鼓吹『光復

香港，時代革命』，這個口號實質就是要用激進暴
力顛覆特區政府、推翻『一國兩制』，根本是赤裸
裸的『港獨』，持這樣主張的人，明顯違反基本
法，根本不能讓他參加區議會選舉。」
但現實是，除張秀賢外，此次有多人主張「光復

香港，時代革命」，都能順利「入閘」。例如參選
九龍城樂民選區的林正軒，其選舉政綱打正旗號寫
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竟獲選舉主任確認提
名有效；元朗天恒選區參選人王百羽，是「港獨」
組織「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發言人，該組織希望
透過議會推動「香港民族」理念，「自決香港」前

途，他亦收到

提名確認；沙田區議員陳兆陽公開鼓吹「光復香
港，時代革命」，亦獲選舉主任確認提名有效。
上述多名明目張膽鼓吹「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長期公然鼓吹「港獨」的區議會選舉參選
人，竟獲選舉主任確認提名有效，出乎意料，更令
人擔憂。老友指出：「區議員必須擁護『一國兩
制』、基本法，明目張膽主張『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明顯挑戰『一國兩制』底線，已不符選舉法
例要求。目前暴力橫行，惡勢力氣焰囂張，更需要
選舉主任迎難而上把好關，盡職盡責，堅決阻止鼓
吹『港獨』、挑戰『一國兩制』的亂港政客混入建
制架構。」
事實上，參選人若以往曾在不同平台鼓吹「港
獨」，表面上已經不符選舉法例要求，就算簽署了
確認書，選舉主任檢視參選人的過往言行，不信納
該參選人真誠地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
當然應該DQ該參選人。老友說：「無錯，張秀賢

之流的『港獨』分子，為獲得參選資格，在回答選
舉主任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看法時，
當然花言巧語，顧左右而言他，當然信誓旦旦說自
己不支持『港獨』，選舉主任不能僅聽其言，更要
結合其過往言行。」
老友滿懷憂慮地表示：「對『港獨』一定不能姑

息，不能抱任何幻想，不能因為參選者巧言令色，
就讓其蒙混過關。張秀賢之流的『港獨』分子迷惑
性很大，如果成功參選乃至當選，對香港落實『一
國兩制』的威
脅不可低估。
對此，選選主
任、政府要有
擔當、敢負
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去年12月參
加鄉郊代表選舉才被DQ的「自決派」立法
會議員朱凱廸，今年闖關區議會元朗八鄉南
選舉，昨日收到選舉主任第二輪提問，要求
他確認現時是否已放棄香港人應「自決」的
立場，並要求他在今早11時前回覆。朱凱廸
未有談自己如何回覆「港獨」問題，但就在
facebook上大談「台獨」，就台灣殺人案一
事上稱，如果特區政府「以台灣屬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而不能有司法互助安排，台灣當
局就可批評特區政府與中央「聯手矮化台灣
『主權』」云云。
朱凱廸昨日在fb發帖，稱自己參選區議會
仍未被確認提名有效，但就收到選舉主任第
二輪提問。針對朱凱廸早前回覆首輪提問時
稱，自己「同意」不能以任何方式主張「港
獨」、「不提倡及不支持」「港獨」屬「自
決」選項之一，選舉主任追問到︰「當時
（去年鄉郊代表選舉）你仍聲稱『我並不支

持港獨，但我認為，香港人應該決定自己的
命運』，……現請你確認你現時是否已正式
放棄你當時的立場（即你現在同意不能夠以
任何方式主張『香港獨立』，亦不提倡及不
主張『香港獨立』是港人『自決前途』的選
項）。」
朱凱廸是次並無公開自己的回覆，但就在

fb上大談「台獨」。他在評論台灣殺人案疑
犯陳同佳表示出獄後會赴台自首、卻被台灣
當局明言拒絕一事上，「建議」台灣當局容
許陳赴台投案，再向香港特區政府要求提供
殺人案的「在港證據」，「如果到時香港政
府以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按《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不能有司法互助
安排，到時『台灣政府』便更有理據批評
『中港政府』聯手矮化台灣『主權』，令公
義不能完整伸張。」
事實上，現行《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
助法例》列明「不適用於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任何其他部分之間」，台灣為中國一部分，
朱凱廸有關言論明顯鼓吹「台獨」。
八鄉南參選人還有黎永添及徐卓然。

朱凱廸再收提問 fb照宣「台獨」

■朱凱廸在fb上大談「台獨」。 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日前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
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以止暴
制亂，惟煽暴派24名立法會議員竟對
此申請司法覆核，案件將於下周四處
理。

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主任委員、國
務院港澳辦前主任王光亞昨日出席人
大常委會會議前被問及，人大會否就
此釋法，他表示這取決於特區政府請
求，並強調當前必須趕緊將暴力活動
停止。

國務院港澳辦前主任王光亞：

「港獨」分子為參選而「轉軚」並
不罕見。早年間梁天琦就曾於

2016年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時，嘗試相
關做法，但選舉主任「不信納實際上有
意擁護基本法」，裁定提名無效。短短
三年過去，如今面對相似場景，選舉主
任竟裁定其他「港獨」分子成功入閘。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以「港獨」
分子梁天琦為代表的激進「本土派」
最先提出，公然挑戰「一國兩制」的
底線和中央權威。元朗元龍區參選人

張秀賢及沙田沙角區參選人陳兆陽，
早前皆被選舉主任問及其facebook上公
開帖文所鼓吹的「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是什麼意思。
張秀賢詭辯「光復香港」是「將香

港『光復』回舊日般面貌；「時代革
命」則如「工業革命」、「技術革
命」等層面的「大變革」，更聲稱自
己不認同及無興趣推動「港獨」云
云。而陳兆陽亦辯稱「光復香港」是
「恢復香港人的核心價值」，而「時

代革命」則是突破過往只是賺錢的舊
心態，反抗「不公義」，及追求政治
革命以取得普選云云。最終選舉主任
裁定二人提名資格有效。相關做法令
「港獨」分子士氣大增，面對同樣問
題的沙田錦英參選人丁仕元昨日更在
facebook揚言，要到他「答試卷」了，
似乎「勢在必得」。

吳亮星：促政府嚴肅處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認為，允

許類似有「港獨」言論的人等入閘會
後患無窮，選舉主任不應該對此縱
容，否則將來會產生更大的政治和社
會問題。他促請特區政府和選舉主任
嚴肅處理相關事件，強調選舉主任不
應忽略相關人等過去的言行，而是僅
聽取其一次解釋就認為其「真誠擁護
基本法」。

盧瑞安：對區會選舉百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認為，選舉

主任把關不嚴，「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明顯是企圖推翻香港政權的「港
獨」的描述，相關人等入閘之後再藉機
散播「港獨」，將關乎民生的區議會選
舉和「港獨」聯繫在一起，「這種變
質，百害而無一利。」

黃英豪：詭辯辱市民智慧
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認為，選舉主
任應該勇敢、盡職盡責，選舉主任有
什麼方法證明相關參選人真誠擁護基
本法？眾所周知「時代革命」是想推
翻現有政治架構，「光復香港」是
「港獨」派的口號，讓相關參選人如

此用一些言語辯解就入閘，「匪夷所
思，簡直是侮辱市民智慧。」

傅健慈：參選須擁基本法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

流基金會秘書長傅健慈指，只要給予
申請人解釋的機會，已符合判詞中的
程序公義，不需要完全聽信申請人的
解釋，而是要根據其他全面的事實證
據。
他強調，「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是

「港獨」口號，從法律上講，參選人必
須真誠擁護基本法，這些高舉「港獨」
口號的人「擘大眼講大話，一言一行、
所作所為，都是唱衰香港，破壞『一國
兩制』。」
傅健慈認為，所屬選區的候選人或選

民在選舉完結後指定限期內，可提出選
舉呈請，挑戰其入閘資格，亦可在三個
月內考慮做司法覆核，因為事件關乎公
眾利益。
沙田錦英還有蔡惠誠、羅兆冲、李
健行參選。沙角還有夏劍琨、張婉盈
參選。元龍還有王威信、周樂寧參
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港獨」分子梁天琦提出的「光復

香港 時代革命」曾令其在立法會選舉時被DQ。相關口號在過去數月

被重新用以煽動暴力、鼓吹「港獨」。不過，多位高呼該口號的區議

會選舉參選人，元朗元龍區參選人張秀賢及沙田沙角區參選人陳兆陽

等，在向選舉主任就相關「港獨」口號做出詭辯之後，竟成功逃脫

DQ命運，紛紛入閘。多位政法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問時批評選舉主任輕信相關人等的一面之詞，沒有盡職盡責處理，認

為做法會令未來政治和社會後患無窮，建議未來可提出選舉呈請及司

法覆核。

人大會否釋法取決港府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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