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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眾志」日前發表聲明，稱在上周三的成員大會上，通

過決議將組織宗旨由「推動香港民主自決」改為「推動香港的

民主與進步價值」，並揚言會繼續投身「抗爭運動」，並致力

推動國際關注「香港前途問題」等。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表示，「香港眾志」的做法反映他們亦明知「港

獨」毫無前途，更改章程只為配合其成員，例如黃之鋒之流，

可以染指各級議會選舉，企圖滲透建制平台推動「港獨」。他

們強調，行為就是最有力的證據，單從字眼上作出修改，全屬

自欺欺人之舉。

眾志急刪「自決」謀入議會滲獨
改章程「洗底」博入閘 政界批改口不改心自欺欺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眾志」的聲明稱，他們於本月8日
召開成員大會，通過更改組織章程

的決議，希望令綱領「更概括」闡述「眾
志」的工作方針及計劃，包括集中強化公民
社會、團結民主力量、推動「進步價值」，
進一步鞏固香港民主運動根基，繼續投身
「抗爭運動」，亦致力推動國際關注香港議
題，並時刻關注「香港前途問題」云云。

陳勇：證「港獨」無出路
對於「香港眾志」的舉動，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認為，所謂「身體
最誠實」，「眾志」今次高調修改組織章
程，證明「港獨」無出路，也沒有好下場，
為爭取更大政治空間，惟有修改章程。陳勇

更指出，事實歸事實，過去一段時間，「眾
志」的所作所為，黃之鋒如何高調跑到外國
賣港，如何要求外國勢力制裁香港等，大家
有目共睹，非單純修改章程，便可以完全
「洗底」，若「眾志」日後要參加任何級別
選舉，執法及司法部門真的要查清楚其言
行，不能偏信對方的聲稱。

梁志祥：「獨」跡斑斑難洗底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也提

到，「眾志」過往一再公然與「五獨」
（「港獨」、「藏獨」、「疆獨」、「蒙
獨」與「台獨」）勾結，已是眾人皆見的事
情。今次修改組織章程，眾所周知，只是為
該黨成員將來參加各級選舉鋪路，並一廂情

願地覺得可以因此迴避選舉主任「DQ」。
梁志祥表示，「眾志」千方百計參加各級選
舉，都是想入侵建制平台、資源等，以更順
暢推動其「港獨」工作。至於是否符合參選
資格，他相信選舉主任會作出正確決定，但
審批時也應參考其言行，有否作出賣港行
為，是否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
區。

何啟明促勿姑息「獨」人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眾志」

在現階段及社會氣氛下修改章程，對「自
決」之名含糊其詞，意圖用「進步價值」這
些不明所以的字眼代替，只為掩蓋「眾志」
的「港獨」真面目，意圖在今年的立法會選

舉入閘，圓其政治陰謀。何啟明敦促特區政
府不應姑息任何「港獨」分子，凡事也須聽
其言、觀其行，避免再次出現「青症雙邪」
梁頌恆及游蕙禎的鬧劇，守好「一國兩制」
的底線。

顏汶羽：章程僅表面工夫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出，「眾志」為

了入閘參選而修改章程，只是表面工夫，相
信選舉主任會詳細了解每個參選人過去的一
言一行，決定此人能否有資格成為真正的候
選人，而非單憑隨時改變的章程字眼，便可
以蒙混過關。顏汶羽呼籲，任何散播「港
獨」思想的組織，都應該知錯能改，認清香
港市民的想法，不要作出破壞香港的事情。

「眾志」
並非首次
疑似為求
能在選舉
「入閘」

而就其組織目標作出修
改。在2018年的立法會
港島補選中，時任「眾
志」常委周庭報名參選，
當時政界早已判斷周庭會
因為「眾志」推動包括
「港獨」為選項的「自
決」而被DQ。「眾志」
在選舉主任未作出決定
前，早幾日在網頁上刪去
「以『民主自決』作為最
高綱領」一句，改成「眾
志」「以非暴力抗爭、建
設公民社會和推動社區營
造為主軸，推動民主自
決、政經自主，實踐民主

治港的理想願景」。
不過，最終周庭因為堅持「自

決」包括「港獨」為選項之一，
而被選舉主任DQ。周庭其後提
出選舉呈請，法庭裁決指出，任
何提倡「自決」的人，均不能稱
為真誠擁護基本法。
此外，「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亦在去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中被
DQ。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大
學法律學院副教授、非法「佔中」發起
人戴耀廷因串謀作出公眾妨擾和煽惑他
人作出公眾妨擾罪成，被判入獄16個
月，現正保釋等候上訴。社會各界早已
要求港大審視其教席，惟至今仍未有進
展，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近日再次去信港
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要求校方盡快跟
進事件，果斷地革除戴耀廷的教席，以
免他再於校園內誤導學生和青年。
何君堯以往曾多次去信港大，亦曾聯

同多名港大校友及教職員發起聯署，要
求校方革走戴耀廷，惟港大每次都未有
正視問題。為此何君堯於上周四（9
日）再次去信李國章，表示去年4月及

10月已先後兩次致函，要求他跟進辭退
戴耀廷教席一事，惟至今一直未有進
展。
信中引述李曾在11月回覆指：「過程

涉及機密個人資料，並要確保程序的公
平完整，大學不會就有關事宜作出任何
評論」。何批評有關回應是莫名其妙，
強調社會各界均已知悉戴耀廷在2019年4
月被裁定串謀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
犯公眾妨擾罪成，而他也曾入獄。
「貴校沒有理由辦事如此低效率，什

麼紀律聆訊也應在一年之內完成。」何
君堯表示此次去信正是希望李國章再次
跟進有關問題，籲港大不應一拖再拖，
而應果斷地將明顯犯罪的戴耀廷的教席
革除，並指不排除邀請港大校委會出席
記者招待會作出解釋。

網民讚好 免禍學子
何君堯昨日並將信函上載至fb，留言批

評港大「效率太慢，必須加快」，有關
帖文短時間獲得數千網民支持和讚好。
其中網民「MH Lee」認同「一定要香港
大學儘盡快交待！」「Wai Lui」表示
「絕不支持『違法達義』這種歪理，盡
快革走戴耀廷這隻妖孽，免得繼續毒害
年輕一代！」

台灣地區日前嘅選舉，
民進黨事前大打多張悲情
牌包括大打香港修例風波
牌，散播恐慌，令政績乏
善可陳嘅蔡英文成功連

任。咁樣嘅因果關係明明白白，唔少「黃
絲」甚至「港獨」分子當然覺得自己應該
被「論功行賞」，要求台灣方面照顧返啲
走難嘅香港「手足」。不過，浸會大學學
生會會長方仲賢早前先因為台灣唔幫手足
而鬧人哋食人血饅頭，結果俾台灣人鬧返
轉頭，經過呢個教訓，今次唔少「黃絲」
率先向呢啲自己人開刀，叫佢哋唔好往自
己臉上貼金、唔好成個乞兒咁向台灣搲着
數，咁樣咪又爆發一輪罵戰囉。

杜汶澤乞求救「手足」
其實兩種觀點都有大批「黃絲」擁護
㗎。其中，「港獨」藝人杜汶澤就喺佢個
facebook專頁「杜汶澤喱騷」度，完全鼓
吹「台獨」咁話︰「希望妳（蔡英文）記
得協助妳當選的香港『義士』的血淚，希
望你會繼續為香港『抗爭者』發聲……最
重要是希望『蔡總統』可以救助流亡到台
灣的香港人，香港手足不是 condom（避
孕套）！」

對蔡英文冇乜信心嘅社民連副主席周諾
恆都開post話︰「（蔡英文選舉總部）台
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嗎？好了，那有
香港人收到過民進黨或政府的資助嗎？難
民法甚（什）麼的需要時間嘛，好的。勞
工甚（什）麼就算了。不強求。」暗示唔
覺得蔡英文會幫香港人。「Joy Tabby」
氣憤狠批蔡英文利用香港︰「妖，人血饅
頭到呢！……關心而不介入，但選前之夜
勁大篇幅講香港係乜玩法？」
不過，亦都有人唔同意呢啲講法。「Al-

bert Chan」留言質問︰「欠×咗你咩？」
周諾恆都唔弱︰「消費（義士）唔使俾
（畀）錢？」「Albert Chan」揶揄回應︰
「怪不得有台灣人當香港人乞兒。」周諾
恆再次寸返轉頭︰「香港人最好無錢收都
當人『恩客』。」

「黃醫」反斥搶功厚面皮
「黃絲」醫生黃任匡就出post勸喻呢啲
覺得台灣要「報恩」嘅「黃絲」話︰「做
個成熟的香港人，好嗎？」佢直斥，呢種
「往自己臉上貼金」嘅壞習慣，真係要改
一改，認為台灣人自己建立民主制度，香
港人「冇功勞㗎」，「宜（）家厚著
（着）面皮走去向成功『捍衛自己家園』

嘅臺（台）灣人領功（甚至要求回報），
未免太肉酸鳥（了）。」
網上亦有人特登製圖恥笑杜汶澤以為自

己大晒，唔少留言亦都叫佢唔好老奉覺得
台灣要「報恩」，但「LH F Ng」就撐杜
汶澤︰「請你（蔡英文）不要忘記是班香
港『抗爭者』為妳喚醒班台灣『國民』民
主自由之可貴，請好好對待他們，讓佢哋
有一個名正言順嘅身份活在台灣。」
有啲網民直情情緒高漲到希望蔡英文謝

票時唱「港獨」歌《願榮光歸香港》咁
話，但就俾其他網民一句KO︰「自我中
心到一個點，好似全世界要圍着你香港來
轉咁。」
我哋又睇下其他意見。「港獨」藝人、

「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何韻詩就
話︰「好啦好啦，看來要開始啟動國語/
台語專輯了。」好心班落難「手足」就學
吓人啦，主動發財，唔好靠被動施捨嘛。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黃絲」借「台選」爭功搲撈狗咬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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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韻詩謀出國語或台語專輯吸金。
網上截圖

■何君堯
在 fb貼上
信函獲讚
好。
網上截圖

■黃之鋒被質疑圖借改章程博入閘。 資料圖片 ■「眾志」前日在fb宣佈更改章程。 網上截圖

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塵埃落定，民
進黨蔡英文連任。蔡英文競選得手，
一方面是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在背後發
功；另一方面是蔡英文炒作香港反修
例風波、吃「人血饅頭」，嚐盡政治
操弄的甜頭。蔡英文的一時成功，改
變不了兩岸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和民
心大勢，也動搖不了「一個中國」的
大原則，奉勸蔡英文不要忘乎所以，
癡心妄想搞「台獨」；也要正告香港
的煽「獨」和泛暴勢力，與「台獨」
明暗勾連，最終只會是竹籃打水一場
空。

縱觀這次選舉，蔡英文宣佈參選初
期可謂內外交困，選情並不被看好。
但自從去年6月，本港爆發修例風波之
後，蔡英文藉機興風作浪、顛倒是
非，抹黑大陸、抹黑「一國兩制」，
並且支持本港黑衣魔暴力亂港，在島
內炒作、渲染所謂「亡國感」，恐嚇
台灣民眾，令選情逆轉。美國則藉打
「台灣牌」和「香港牌」作為中美貿
易戰的籌碼，更作為遏止中國崛起的
工具。美國推出一系列涉台法案，縱
容民進黨對抗大陸，蔡英文則借美國
背書，拉抬聲勢。可以說，蔡英文勝
選連任，靠的是炒作香港修例風波，
製造政治恐慌，刺激台灣選民神經；
靠的是向美國表忠心，甘當助美遏制
大陸的棋子，換取美國撐腰。

蔡英文連任後，美國、英國、日本等
國的一些官員，急不及待祝賀蔡英文；

蔡英文則第一時間會見了美國及日本在
台灣的「代表」，暴露她急於向主子獻
媚表忠的嘴臉。蔡英文為了一己一黨之
私，挾洋自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
不斷推高兩岸對立、煽動兩岸敵意，不
惜拿台灣民眾的利益做賭注的行為，對
兩岸和平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本來，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兩
岸逐步良性互動，兩岸同胞不斷樂享
和平發展成果。可惜，過去四年，蔡
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破壞兩岸
和平發展的根基，令兩岸關係受到挑
戰，損害兩岸人民的福祉，台灣民眾
更是受損最大的群體，島內經濟不
振，人民生活每下愈況。蔡英文逆時
代潮流而動，既違背「一個中國」的
原則底線，也違背國際社會的共識，
未來四年台灣的發展絕對不容樂觀。

但可以肯定，蔡英文連任，衝擊不
了兩岸同屬「一中」的大原則，也改
變不了兩岸關係發展的基本格局，兩
岸和平發展、走向統一是中華民族的
人心所向、大勢所趨，這是任何人、
任何勢力都阻擋不了的。奉勸蔡英文
當局不要因為一時的勝利而忘乎所
以，更不要對推動「台獨」有絲毫癡
心妄想。大陸有決心、有能力遏制
「台獨」，維護台海局勢穩定、捍衛
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台灣當局回到承
認「九二共識」、共商和平發展才是
正道，才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兩
岸人民的最大福祉。

蔡英文連任靠政治操弄 搞「台獨」癡心妄想
縱暴派強行搞「黃色經濟圈」，給經濟活動蒙上

暴力陰影。過去幾個月，有不支持暴力的商家不斷
受到暴力襲擊；近日，元朗、灣仔及長沙灣再有店
舖遭殃被毀。「黃色經濟圈」的本質，是順者昌逆
者亡的「惡霸經濟圈」，以政治干預經濟，損害香
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聲譽。縱暴派利用「黃色經
濟圈」，牟取政治、經濟的不義之利，威脅了香港
的營商環境、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廣大市民必須
堅決抵制。

「黃色經濟圈」的本質是強權經濟、順民經濟。
黑衣魔一方面對持不同政見的商舖打砸燒，以黑社
會手段迫令其噤聲，甚至導致商舖倒閉；另一方
面，透過文宣對同情、包庇暴力的商舖大肆吹捧，
製造客似雲來的假象，威逼利誘更多商舖加入，試
圖形成「黃昌藍亡」的經濟怪圈，打壓敢於撐警護
法的「藍店」，企圖不斷削弱反對暴力、支持法治
的正義力量。

眾所周知，香港連續25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
體，香港注重捍衛自由開放的貿易體制，建設公平
的競爭環境，為百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促進香
港經濟增長。自由市場原則一直是香港經濟繁榮的
基石。「黃色經濟圈」以政治先行，拉一派打一
派，違反港人最珍而重之的自由準則，干擾自由市
場經濟健康發展，自毁香港繁榮的基石。飲食界立
法會議員張宇人表明，未見過以政治理念掛帥維持
飲食業生意而有成功的例子，又指有食肆因此而大
排長龍可以是假象。

稍有經濟常識的人都明白，香港作為細小的開放
型經濟體，一向靠法治、自由、穩定的環境，吸收
來自世界各地的資金、人流、物流，造就了香港成
為國際金融、商貿中心。回歸以來，加強與內地的
經濟融合、互利雙贏合作，更是香港繁榮穩定、市

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保障。
「黃色經濟圈」畫地為牢，搞經濟也要政治壁壘

分明，根本是倒行逆施，違背經濟一體化的世界大
潮。有經濟學者指出，「黃色經濟圈」很難做到
「所有東西都是黃」，整個生產鏈和經濟環環相
扣，以食肆為例，食材、廚具和供水本身就來自內
地。以「黃色經濟圈」抗拒「送中」，實在太過自
欺欺人。受修例暴力動亂所累，來港遊客、消費者
大減，連海洋公園、迪士尼等本港指標性企業都陷
入巨虧，甚或要向政府求救，參與「黃色經濟圈」
的大多數是小微企，靠「塘水滾塘魚」能自給自
足，乃至持續發展？真是天方夜譚。

「黃色經濟圈」根本不可行，縱暴派仍然大肆美
化、推動，更以暴力來促成，目的說到底還是為了
榨取政治、經濟利益。有黃店指出，進入「黃色經
濟圈」並非免費午餐，店舖需向「星火同盟」、
「612 基金」等所謂「抗爭基金」捐款才可入圍；
入圍後還要上繳費用作抗爭之用，以及向「黃絲」
提供優惠。說到底，縱暴派從「黃色經濟圈」收取
巨額「保護費」，來斂取不義之財。可歎的是，不
少黃店加入「黃色經濟圈」未享其利，先受其害，
被人貪婪吸血，無以為繼，最終走上關門末路。

「黃色經濟圈」還有更大的政治企圖，就是通過「攬
炒」刺激、吸引反政府、反法治的力量，令暴力政爭
歪風持續不息，助長暴力抗爭文化，為接下來的立法
會、特首選舉謀局，以達到縱暴派逐步奪取香港管治
權的目的。知名商界人士施永青亦認為，示威者呼籲
抵制政治對立者經營的生意，「會激發社會矛盾，令
社會變得更為撕裂，同時破壞香港營商環境」。

「黃色經濟圈」是違反法治、違背經濟規律的畸
胎，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港人應對「黃色經濟
圈」高度警惕，勿任其坐大而禍港殃民。

「黃色經濟圈」是謀取政經利益的「惡霸經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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