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舉主任5大DQ依據
1.支持「港獨」、以「民主自決」或支持「港獨」
作為「自決」前途選項來處理香港體制；

2.進行尋求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干預有關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事務；

3.原則上反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香
港國安法以及將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在香港公
布實施；

4.表明意圖在確保於立法會佔多數後，行使立法會
議員權力無差別地否決任何政府提出的立法建
議、任命、撥款申請及財政預算案，以迫使政府
接受若干政治要求；

5.拒絕承認中國對香港特區行使主權以及香港特區
作為中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地位等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 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
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愛國者治港」，
並提出「愛國愛港」三大標準：尊重自己
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
港的主權，不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
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鄧小平在1984年6月明確指出：「港

人治港有個界限及標準，就是必須以愛
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
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
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
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1984年10月，鄧小平在談到過渡時

期要推薦一批年輕能幹的人參與香港政
府的管理時提出：「參與者條件只有一
個，就是愛國者，也就是愛祖國、愛香港
的人。1997年後在香港執政的人還是搞
資本主義，但他們不做損害祖國利益的
事，也不做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
鄧小平於1987年4月會見香港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委員時也說過：「我過去也
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
務，這些人用普選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
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
當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
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

(1)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任何人不得獲有效提名為某選區或選舉
界別選舉的候選人—— (由2003年第25號第23條修訂)

(b)提名表格載有或附有——
(i)一項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

註：《立法會條例》（第542章）第40條

鄧小平提治港者三標準
袁嘉蔚 梁晃維 鄭達鴻 鄭錦滿 黃之鋒 劉頴匡

何桂藍 楊岳橋 郭家麒 岑敖暉 郭榮鏗 梁繼昌

昨日被DQ的12名攬炒派中人

獲提名的候選人須遵從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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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滿 拒絕香港憲制地位

已簽確認書‧港島

鄭錦滿：我於2016年參選立法會時
提出的「城邦自治，邦聯建國」、
「香港以國家成員國的地位參與」、
「港中之間有實然的邦聯關係」及「港
中重新立約」等，並不表示香港特區與中
國擁有相等的主權國家地位，而當年選舉委員
會曾批准我參選，並認為沒有違反基本法。我認為基本法的
詮釋權在人大常委會，故此如果人大常委會頒布香港國安法
後認為此等主張違反基本法，我會在參選後放棄此等主張。
選舉主任：無論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作出決定或香港國安
法是否頒布，有關兩地之間的邦聯關係明顯與基本法不符。鄭
錦滿已在回覆中承認，他直至參選前都不會放棄其邦聯主張，
且其回覆中的有條件句式亦顯示其抗拒放棄邦聯主張。

鄭錦滿：我同意中國擁有香港特區的主權，亦同意香港
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選舉主任：基於鄭錦滿就其他問題的回覆，顯示他並非真
確地及誠意地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鄭錦滿亦表
現出他拒絕及抗拒承認中國對香港特區行使主權的正當性，
及香港特區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地位。

DQ理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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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攬炒自己 選舉主任開鍘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聯辦網載，中聯辦發言人昨日發
表聲明，對選舉主任依法決定部分人士參選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七屆立法會的提名無效，表示堅決支持。
發言人表示，選舉主任對黃之鋒、郭榮鏗等12名人士參
選立法會作出提名無效的決定，是嚴格根據基本法、香港
國安法和香港選舉法律辦事，理據充足，合法合規。為了
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及立法會選舉的公平公正和
嚴肅性，特區政府有關方面已有言在先，多次重申將嚴格
按《立法會條例》和《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
法會）規例》等法律規定，全力支持選舉主任依法履職，
決定參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

指被DQ者劣跡斑斑
發言人指出，無規矩不成方圓。在「一國兩制」下參選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議員，參選人必須真心實意地擁
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我們看到，這些被決定提名無效
的人士，其言行均突破了法律底線：有人公開鼓吹「港
獨」「自決」；有人「告洋狀」乞求外部勢力制裁香港，
干預香港特區事務；有人宣稱當選後將無差別地否決財政
預算案和政府法案，以癱瘓特區政府；有人從根本上反對
香港國安法，聲稱要「繼續抗爭到底」等等，可謂劣跡斑

斑。這些人為癱瘓特區政府、顛覆國家政權、全面「攬
炒」香港而來，怎麼可能真誠擁護基本法和效忠國家、效
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承擔重要憲制責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機關，豈容這些圖謀毀掉「一國兩制」、毀掉香港繁
榮穩定的無良之輩登堂入室？
發言人強調，鄧小平先生早就指出，「港人治港」有個
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
港。真誠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從政者的基本政治要求，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從政者理應
遵從的政治倫理。

中聯辦堅決支持選舉主任決定

港府：有五類言行不符資格 不排除再有人不能入閘

岑敖暉求外國制裁香港

無簽確認書‧超區

岑敖暉：我無意請求
外國制裁香港，亦無意
圖繼續請求其他外國政
府推動類似法律。我於
今年2月到訪丹麥只屬一般
意見交流，旨在探討世界各地人
權狀況。
選舉主任：岑敖暉曾在facebook表明，

到訪丹麥參與會議和公開活動旨在懇請有
關機關落實《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
法》，讓其政府有法律基礎制裁香港官員
及警務處人員，足見他曾明顯地請求外國
政府干預香港特區事務。

岑敖暉：《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
法》旨在保障人權，如同基本法的部分條
文。
選舉主任：岑敖暉的回覆等於認為兩部

法律均有保障人權的條文，故同意若基本
法下所保障的人權被侵犯，可由外國透過
《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制裁香港
特區政府，此觀點完全無視基本法和香港
法例下已有處理有關事宜的機制。

岑敖暉：我清楚明白香港國安法條文的
要求，將繼續守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

選舉主任：岑敖暉有份聯署及發表抗爭
派參選人的立場聲明，指稱會「義無反顧
的反對國安法」，並同時聲稱原有法例已
足夠充分維護國家安全，令人質疑他無視
基本法中需盡早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
憲制責任。

鄭達鴻 無擁護基本法意圖

無簽確認書‧港島

鄭達鴻：不反對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
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香港特區就國家安
全應「自行立法」

選舉主任：2020年5月22日，鄭達鴻
參與十八區反對人大制定香港國安法的聯
署聲明。鄭達鴻在7月26日的回覆沒有放棄或
表示不贊同5月22日的聯署聲明。
對香港國安法的立法表達原則性反對，足以向一名客觀、

合理的人顯示，鄭達鴻並不信奉、推廣及支持「一國兩制」
的基本原則，因此客觀上並不可能具有擁護基本法的意圖。

鄭達鴻：絕不要求外國採取任何行動或措施來阻礙香港國安法
的通過和頒布。否認仍有意請求美方進行相關制裁，沒有意圖請
求其他外國政府推動類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法律。

選舉主任：自2019年開始，部分公民黨成員一直催促美國
政府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2019》。鄭達鴻作為公民黨
的執行委員會成員，可以客觀地預設其立場與其他公民黨成
員一樣。但鄭達鴻的回覆並沒有佐以任何足以反駁上述客觀
預設的內容。
鄭達鴻在2020年6月19日上載於其YouTube 頻道的影片指
出：「就住國安法的陰霾下，我地（哋）公民黨係極力推動緊
一的（啲）國際連結，希望可以爭取到歐盟提供救生艇政
策。」與2020年5月的聯署聲明一同客觀地檢視，鄭達鴻在影
片的表達可以理解為因應香港國安法的制定而尋求外國干預。

鄭達鴻：僅稱建議在適當時候正當地行使基本法條文的憲
制權力，未指明是否將否決財政預算案。
選舉主任：鄭達鴻沒有直接回應關於公民黨在取得立法會

多數席位後之計劃的問題，亦沒有表示不贊同有關計劃。6月
15日，鄭達鴻在網上電台頻道稱，「其實唔係有共同目標，
共同目標就係撼動個政權囉用『35 plus』。」經考慮其答
案，及作為公民黨的執委成員的事實後，認為鄭達鴻事實上
是有關計劃的支持者。
鄭達鴻顯然打算濫用立法會法定的憲制角色及職權，作為

達至他本人及其盟友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客觀而言，其並不
真確誠意地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

黃之鋒 仍想推動眾志綱領

無簽確認書‧九龍東

黃之鋒：參選立法會與過去在「香
港眾志」的身份與職務無關連，我於
上月30日退出「眾志」後以個人身份
踐行信念。自己接受中國對香港特區行
使主權，不主張「港獨」，無意推動「民
主自決」的主張，政治主張符合「一國兩制」方
針，並不抵觸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及《中英聯合
聲明》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
選舉主任：黃之鋒解散及退出「眾志」，目的在於避
免受香港國安法懲治，雖然「眾志」放棄「民主自決」
的聲明，卻提及時刻關注香港前途，與「眾志」推動的
「自決公投」議題一致，所以不能合理地視黃之鋒為放
棄「自決」，且雖然黃之鋒退出「眾志」，但仍有意圖
推動「眾志」的綱領。

黃之鋒：我無意繼續請求美國落實對香港特區的相關
制裁措施，亦沒有意圖請求其他外國政府推動類似的法
律。
選舉主任：「國際戰線」屬「眾志」推動「民主自
決」綱領的方式，亦是要求外國政府制裁中國或香港的
標籤，黃之鋒多次表明參與「國際戰線」，亦於美國制
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後，繼續要求美國制裁香港
官員，相信他當選後會以議員身份要求外國向中國或香
港施壓，並非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

黃之鋒：我「不同意」自己在原則上反對香港國安
法。我不反對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在「一國兩制」、高
度自治方針下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但反對現
行香港國安法。

選舉主任：香港國安法會防止黃之鋒與「眾志」長期
從事的行為，故他實際上是原則地反對香港國安法，而
反對香港國安法等於不信奉、不支持、不推廣及不擁護
基本法。

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的12名攬炒派參選人，包
括曾乞求外國制裁香港以至中國的公民黨的郭榮

鏗、楊岳橋、郭家麒、鄭達鴻及「專業議政」梁繼昌；
曾鼓吹所謂「全民制憲」的「熱血公民」鄭錦滿，及聲
言會「義無反顧」反對國安法、否決政府法案的「抗爭
派」梁晃維、袁嘉蔚、黃之鋒、何桂藍、劉頴匡、岑敖
暉（詳見表）。

有責確保選舉依法進行
特區政府在聲明中表示，特區政府尊重及維護港人
在基本法規定下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同時有責任確
保所有選舉均在基本法及相關選舉法律下進行。
特區政府認同和支持選舉主任就今年立法會換屆選
舉12名獲提名人士提名無效的決定。「特區政府注意
到，選舉主任在其理據中，明確指出在決定獲提名人
士的提名是否有效時，核心問題是他／她是否符合
《立法會條例》（第542章）第40（1）（b）（i）條

的聲明要求，即是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根據《立法會條例》，立法會選舉參選人須根據法

定提名程序在提名表格簽署聲明，表明擁護基本法和
保證效忠香港特區，而參照特區原訟法庭就陳浩天案
的判詞，參選人在上述條例的聲明要求下擁護基本法
的意圖，並非僅為遵守基本法，而更需支持、推廣及
信納基本法。

12人不可能履行職責
特區政府強調，擁護基本法是立法會議員的基本憲

制責任。支持「港獨」、以「民主自決」或支持「港
獨」作為自決前途選項來處理香港體制；進行尋求外
國政府或政治組織干預有關香港特區的事務；原則上
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法及將其列入基本
法附件三並在香港公布實施；表明意圖在確保於立法
會佔多數後，行使立法會議員權力無差別地否決任何

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議、任命、撥款申請及財政預算
案，以迫使政府接受若干政治要求；拒絕承認中國對
香港特區行使主權及香港特區作為中國一個地方行政
區域的憲制地位等行為的人，不可能真誠地擁護基本
法，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職責。
特區政府指出，該12名參選人因不符合《立法會條
例》規定而被選舉主任裁定其提名無效。其他獲提名人
士的提名是否有效，選舉主任仍在依法進行審核，不排
除仍有部分獲提名人士被選舉主任決定提名無效。
特區政府強調，選舉主任的決定旨在令選舉能在符

合基本法及其他適用法律下公開、公平、誠實地進
行，與部分人指稱的「政治審查」、「限制言論自
由」或「剝奪參選權」無關。
特區政府表示，全力支持選舉主任依法行使職能，
同時不會容忍任何針對選舉主任的羞辱或恫嚇。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警方等執法部門會跟進有關的惡
意行為。

12名攬炒派立法會參選人昨日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包括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等4人，自稱「抗爭派」的黃之鋒、岑敖暉、

何桂藍等。特區政府同日發表聲明，強調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國香港特區是立法會議員的基本憲制責任，涉及「港獨」、

「自決」；尋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原則上反對全國人大制定香港國安法及在港公布實施；以無差別否決票迫使政府接

受政治要求；拒絕承認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等5大問題的參選人，均不可能真誠擁護基本法，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的

職責，並表示選舉主任仍在依法審核其他參選人資格，不排除再有人被裁定提名無效。

郭榮鏗 姑息美國干預港事

已簽確認書‧法律界

郭榮鏗：否認仍有意請求美方
對港進行制裁，沒有意圖請求其
他外國政府推動類似法律。某些
海外國家基於支持和貫徹《中英
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制定了一些
政策和法案，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
務中心地位有利；今後會「繼續擁護」基本法。
選舉主任：郭榮鏗在回應提問時，並無就曾經

訪美，並要求美國國會制定《香港人權及民主法
案 2019》等行為的事實作出否認。從其回應可以
清楚地看出，他對美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的行動
採取姑息的態度，令人質疑該回應是否出於真
誠。
雖然候選人聲稱他目前無意繼續請求美國落實

對香港的相關制裁措施，或請求其他外國政府推
動類似法律，但他尋求外國政府干預香港特區事
務的立場，已由其行為及其回應清楚表現出來，
因此並不認為候選人具備真確地及誠意地擁護基
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的客觀意圖。

郭榮鏗：未指明是否會否決財政預算案，僅稱
是建議在適當時候正當地行使基本法條文的憲制
權力。

選舉主任：公民黨於2020年3月公開表示，於
立法會取得多數議席後，意圖無差別地否決任何
特區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議、任命、撥款申請及財
政預算案等，從而使政府接受其要求。郭榮鏗在
其提名表格上表示其所屬政治團體為公民黨，亦
是公民黨執委成員，明顯認同上述建議。郭榮鏗
在回覆中亦沒有釐清他與公民黨立場有任何不
同。因此郭榮鏗根本沒有真正意圖忠實地行使立
法會議員（如當選）的角色和職責，適當履行立
法會議員職權。

郭家麒 求美國制裁港官員

無簽確認書‧新界西

郭家麒：否認仍有意請求美方
制裁香港，沒有意圖請求其他外
國政府推動類似法律。某些海外國
家基於支持和貫徹《中英聯合聲
明》和基本法，制定了一些政策和法
案，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務中心地位是有
利；今後會「繼續擁護」基本法。
選舉主任：郭家麒尋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及其政府官

員的立場清晰，斷不能如他自稱客觀上真確地和誠意地
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
郭家麒連同其他公民黨成員在2019年9月一起向美國

共和黨及民主黨的領袖發信，呼籲美國政府盡快完成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2020年3月，郭
家麒進一步要求美國政府制裁特區政府官員。上述行為
構成尋求或支持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干預香港事務，明
顯地意圖損害國家對香港特區行使的主權，已從根本上
違反了香港的憲制框架。作出了上述行為，絕不可能備
有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的客觀意圖。
郭家麒的作答亦足見其縱容美國政府干預香港特區的

事務，因此不信納郭家麒的回答真實和可信。

郭家麒：未指明是否會否決財政預算案，僅稱是建議
在適當時候正當地行使基本法條文的憲制權力。
選舉主任：郭家麒顯然打算濫用立法會的憲制角色及

職權，僅以其作為達至他本人及其盟友的政治目的之手
段。
郭家麒作為成員之一的公民黨，在2020年6月11日於

facebook上發表題為「墨落無悔，堅定抗爭」的文章。
郭家麒亦根本沒有正面回答關於公民黨在立法會取得過
半議席後的計劃，亦沒有明確表態放棄他對該計劃的支
持。事實上，郭家麒出席公民黨在2020年3月25日的記
者會，清楚顯示他支持及參與通過否決財政預算案以迫
使政府落實「五大訴求」這一計劃。

DQ理據 DQ理據 DQ理據 梁繼昌 美國行非有利香港

已簽確認書‧會計界

梁繼昌：我於今年3月5日至8日
期間應邀參與和美國官員的交流活
動，目的是了解「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的實施門檻和機制，及一旦
實施制裁對香港的影響。我在活動期
間並無向美方提交建議受制裁名單，亦無
要求美方制裁香港特區的官員。
選舉主任：梁繼昌與另外兩名有份訪美的議員在回
港後一同召開記者會，其間詳盡交代有關尋求美國政
府在法案下制裁香港特區、準備建議美國政府制裁的
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名單，及聯同其他政治組織游說美
國政府及國會議員支持並實施制裁的事宜，還在3月
11日在facebook表示，曾向美國政府就香港特區政府
漠視「五大訴求」、「警暴」等問題發表意見。
在此背景下，梁繼昌期望藉訪美之行所了解的事

宜，可合理地理解為制裁機制將如何應用於香港特
區，從而向特區政府施壓，使其回應「民主派」的政
治訴求，包括但不限於有關「五大訴求」及「警暴」
的訴求，而非有利於香港特區。

梁繼昌：「專業議政」在facebook發表的帖文並非
由我本人或我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職員所發布，因此
不能將有貼文視為我的立場及言論。
選舉主任：「專業議政」是梁繼昌報稱的政治聯繫，
他未曾公開澄清對此等貼文內容有異議或表示反對。

梁繼昌：我在過去及現在並無推動或倡議任何國家
對香港實施制裁。
選舉主任：梁繼昌在訪美之行前、行程期間及其後
從未對美國制裁行動劃清界線或表達異議，直至近日
被我提問時，他才試圖與美國制裁劃清界線。雖然梁
繼昌未必直接要求或倡議美國制裁行動，但他在促成
美國制裁行動中擔負支持或輔助角色，明顯遠遠未能
符合擁護基本法及保證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

DQ理據

袁嘉蔚 未公開DQ理據

未簽確認書‧港島

問：是否原則上反對香
港國安法？若特區政府不
回應所謂訴求，就會否決
所有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的
法案、議案及財政預算案？
答：反對現行香港國安法，

因為與基本法條文「相抵觸」，「衝擊獨立
的司法制度」等。會按基本法、相關條例及
議事規則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務。

問：持續地展示有關「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口號，是否拒絕接受中國對香港特區行
使主權，並主張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或改
變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或以武力或非法手
段推翻香港特區政權機關？
答：不同意一張照片等於持續展示，已暫

時將該照片除下。接受中國對香港行使主
權，不主張分離或推翻特區政權機關。

註：未公開選舉主任決定其提名無效的理
由，表格內容為袁嘉蔚早前回覆選舉主任發
信公開資料。

DQ理據

劉頴匡 原則上反對國安法

已簽確認書‧新界東

劉頴匡：我在美國的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無任何角色，只是
「主觀期望」美國政府
的任何對港政策和法案均
應以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妥善
落實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為依歸。

選舉主任：劉頴匡作為「民間集會團隊」
發言人，曾舉辦至少兩場支持美國通過「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公眾集會，顯示他對
美國干預香港特區自治的事務予以縱容。

劉頴匡：我原則上認同特區須履行維護國
家安全的責任，反對香港國安法是因特區政
府未能釋除公眾對部分條文可能與基本法有
衝突的憂慮。
選舉主任：劉頴匡於7月15日在其 face-

book發表「抗爭派」立法會參選人立場聲
明，聲稱會「義無反顧的反對國安法」，因
此他是從原則上反對香港國安法。

劉頴匡：否決財政預算案並無超越基本法
框架下賦予立法會的權力，當選立法會議員
後會以公眾利益為首要考慮，並以政府對市
民訴求的處理、政策、官員表現作全盤考
慮，決定如何行使職權。

選舉主任：劉頴匡於4月28日在其 face-
book發帖，明言「民主派」取得立法會逾半
議席後，會「以議案否決權與暴政全面周
旋」。

DQ理據 DQ理據

梁晃維 拒絕承認中國主權

無簽確認書‧港島

梁晃維：無論如何都不
支持「民主自決」、「民族
自決」及「香港獨立」。

選舉主任：梁晃維曾多次在
社交平台發布「中共殖民廿三
年」及香港人「拒絕被殖民者同化」等帖文，並
呼籲香港人「重光香港」、「重光我城」，並曾
把香港人形容為「香港民族」等。對任何人而
言，上述言論已合理且明顯地顯示，他拒絕接受
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他在回覆時，沒有試圖解
釋上述表達，空泛言論不值一信。

梁晃維：否認仍有意請求美國政府制裁香
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清楚明白有關行為
或會干犯國安法， 因此現時已無意請求美國
政府實施相關制裁。
選舉主任：梁晃維連同其他人今年3月發起

了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公開信的聯署行動，呼
籲美國政府制裁香港官員，並將一份「制裁名
單」交予美國政府。他的上述行為構成尋求或
支持外國政府或政治機關干預香港事務，明顯
地意圖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梁
晃維的回覆暗示他過往確曾從事有關行為。

梁晃維：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已再無意圖
借助外國力量對香港施加壓力。「義無反顧
的反對國安法」意思是認為國安法的制定過
程及內容有「值得商榷之處」。

選舉主任：不接納梁晃維由於香港國安法於
一夜之間真誠地回心轉意，而停止尋求外國干
預中國或香港的內部事務，認為梁晃維沒有真
誠地放棄他將來從事有關行為的意圖。

梁晃維：若當選將會按基本法、相關法例
及議事規則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務，不會使
立法會無法履行其憲制職能。
選舉主任：梁晃維曾於上月28日在facebook
發布題為「35+海市蜃樓 35-全面抗爭——我
的議會戰線想像」的帖文，表示他將準備動用
一切方式拖延「惡法」，並透過在立法會抗爭
引發國際制裁。他亦未有就這些極端的言論提
供任何充分解釋，可謂不言而喻。

DQ理據

何桂藍 的確反對國安立法

無簽確認書‧新界東

何桂藍：我「不同意」自
稱抗爭派及簽署抗爭派參選
人的立場聲明，就等同於在
原則上反對香港國安法，但我
反對香港國安法的單方面頒布及
執行，因香港國安法多處「牴觸」基本
法條文、「衝擊」獨立司法制度及侵犯香港
居民受基本法保障的各項自由
選舉主任：何桂藍的回覆可以肯定她的確

反對香港國安法立法，而有關聲明發表時，
香港國安法已在港實施，而聲明中的「義無
反顧的反對國安法」代表她將不計後果地反
對香港國安法，令人懷疑她是否真誠擁護、
推廣及支持「一國兩制」的基礎原則，及會
否真誠擁護基本法

DQ理據

DQ理據

楊岳橋 縱容外國干預港事

無簽確認書‧新界東

楊岳橋：否認仍有意請求美方進行相關制裁。沒有意圖
請求其他外國政府推動類似法律。某些海外國家基於支持
和貫徹《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制定了一些政策和法
案，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務中心地位是有利；不接受
選舉主任在問題包含主觀詮釋和假設；今後會「繼續擁
護」基本法。
選舉主任：楊岳橋連同其他人在2019年9月2日致函美
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等人，呼籲美國國會盡快通過「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顯示楊岳橋建議外國應制裁中國或香
港特區，以脅迫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區政府以特定方式處理
其內部事務，可以合理地被理解為意圖損害國家主權，從
根本上違反了基本法訂明的「一國兩制」大原則下的憲制
秩序。客觀上，楊岳橋並非真確地及誠意地擁護基本法和
保證效忠香港特區。
楊岳橋曾稱，外國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符合香港的憲制
秩序的理據。該說法實在非常牽強，因此楊岳橋明顯對美
國政府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行為持縱容態度，認為其答覆
可信性成疑。

楊岳橋：未指明是否會否決財政預算案，僅稱是建議在

適當時候正當地行使基本法條文的
憲制權力。
選舉主任：楊岳橋明確地以個人及公民
黨黨魁的身份承諾，在取得立法會大多數議席後，
他本人和公民黨將會無差別地否決所有政府提出的立法建
議、任命、撥款申請及財政預算案，以迫使政府落實「五
大訴求」。該行為明顯是濫用法定立法會的憲制角色及職
權。在答覆中，並沒有表示他本人或公民黨會否放棄有關
計劃，因此不認為楊岳橋的答覆顯示其真確地及誠意地擁
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

DQ理據

■公民黨郭家麒（左）、楊岳橋（中）被取消參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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