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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濫提覆核攬炒派濫提覆核
政界批挑戰中央

郭卓堅申裁定押後選舉違法 圖借疫煽動社會矛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郭卓堅
昨日再向高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院頒發禁
制令阻止選舉延期，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
日在facebook 發文指，面對第三波疫情很多活
動都被取消，甚至連9月開學後也要暫停面
授，斥責郭卓堅的覆核申請根本卻是罔顧市民
生命健康和社會整體利益。梁振英又指，在憲
制關係上，若法庭在人大常委會作决定前批出
覆核許可，並不符合憲制地位。

如期選舉必增交叉感染
梁振英表示，所謂「長洲覆核王」郭卓堅昨
日向高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院頒發禁制令
阻止選舉延期，但竟然連關鍵事實都搞錯，把
選舉延後一年舉行說成是將本屆立法會任期延
長一年。「郭卓堅聲稱特首延後選舉一年，是

把立法會任期改為五年，因此違反基本法第六
十九條有關立法會任期四年的規定。」
梁振英又指，面對第三波源頭不明的疫情

來勢洶洶，很多大小群體活動均已取消或延
期，連9月開學後也要暫停面授，他質疑郭
卓堅沒有負責任地考慮疫情的因素，「如期
舉行幾百萬人出動的拉票、投票、點票活動
肯定會造成更多交叉感染個案，對香港的經
濟復元會造成又一次重大挫折？」他又斥責
郭卓堅的覆核申請根本就是罔顧市民生命健
康和社會整體利益。
他強調，在憲制關係上，立法會的真空期還須

提請人大常委會作決定，若法庭在此之前批出覆
核許可，並不符合憲制地位。
他批評，郭卓堅經常濫用司法覆核制度，是

在虛耗司法資源，「是時候被叫停了。」

所謂「長洲覆核王」郭卓堅昨日又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兩宗司法覆核，要求法庭裁定將立法會任期改

為五年違反基本法，並就第三波疫情爆發一事裁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行政失當。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強調，法院不是解決政治問題和公共衞生問題的場所，狠批郭卓堅濫用覆核權，覆核理據也是

毫無根據，明顯想利用覆核挑戰中央權威和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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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3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把立法會選舉押後
一年的決定違反基本法

2020年8月3日 林鄭月娥豁免部分來港人士接受檢
疫，令第三波疫情擴散，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2020年7月7日 林鄭月娥遲遲沒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令全國人大訂立香港國安法，要求法庭頒令修
改香港國安法中違反基本法的部分

2020年5月18日 不滿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在內務委員
會選主席期間，引用《議事規則》換走主持人郭榮鏗

2020年5月14日 郭卓堅因數宗司法覆核案敗訴而
需支持逾150萬訟費和利息，遭律政司入稟申請破
產，但他指林鄭月娥曾在兩年前承諾，不會向貧苦人
家索取訟費

2020年5月4日 聲稱中聯主任駱惠寧發表譴責郭榮鏗
在立法會拉布的言論違反基本法

2020年1月2日 聲稱警方在修例風波有大量超時工作
津貼，對其他參與抗暴的公務員不公，違反政府財政
量入為出的規定

2019年12月23日 在2018年3月11日立法會補選當
選的區諾軒及范國威，因周庭及劉頴匡的選舉呈請勝
訴而被裁定為非妥為當選，故郭卓堅要求法庭頒令涉
事兩名選舉主任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2019年11月21日 不滿在修例風波理工大學攻防戰期
間，多名示威者被控涉嫌暴動罪，違反普通法無罪論

2019年9月4日 不滿政府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
調查警方「濫權」

2019年8月28日 不滿港鐵不停部分車站造成警民
衝突

2019年8月14日 認為遊行集會需警方批准屬違憲

2019年8月6日 質疑警方於「7·21元朗事件」中「勾
結白衣人」涉行為失當

2019年7月15日 不滿政府因非洲豬瘟而將供港豬隻
「即到即殺」的做法

2019年6月25日 聲稱「6·12」事件中警方鎮壓示威
者的速龍小隊沒有委任證是非法執行職務

2019年5月20日 聲稱修訂《逃犯條例》違憲

2019年5月14日 聲稱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要求議員
就撤換審議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主持表態一
事，違反《議事規則》

2019年2月19日 聲稱林鄭月娥行政失當，未有限制
內地來港的新來港人士數目

2018年12月19日 不滿律政司決定不就UGL事件起
訴前行政長官梁振英

2018年7月25日 不滿被法援署署長拒絕就其三年內
涉司法覆核的法援申請

2018年6月22日 聲稱高鐵「一地兩檢」違憲

2018年5月2日 聲稱在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草案
期間，被民主黨許智峯搶走手機的女保安局行政主任
涉侵犯私隱，記錄議員如廁時間

2018年3月14日 聲稱在2018年3月11日立法會補選
中當選的民建聯鄭泳舜涉「分裂國家」，不符議員資格

2018年1月2日 聲稱林鄭月娥在審議「一地兩檢」上
違反基本法，要求撤銷其行政長官資格

梁振英斥罔顧人命 連事實都搞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郭卓堅昨
日入稟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聲稱行政長官將
今屆立法會任期「改為五年」的做法有違基本
法，要求法庭頒禁制令，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行政長官基於公眾利
益運用緊急法押後立法會選舉，以及提請中央就
押後選舉產生的真空期作決定，是合理合法。

譚惠珠：已報中央合乎程序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表示，相信郭卓堅的申請不會
成功，因為緊急法已在去年有
關蒙面法的上訴中，法庭已判
處沒有違憲，而緊急法為原有

的法律，經籌委會及全國人大作出決定並列入基
本法，同時緊急法在危害公眾安全及公共利益之

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有權處理有關的問
題，特區目前正面對前所未有的疫情，確診人數
不斷上升，根本不能舉辦一個公平、公正的選
舉，押後選舉期的決定正確。另外，特首已向中
央政府提交緊急報告，以提請人大常委會作憲制
上安排，完全合乎程序。

陳曼琪：不應顛倒是非黑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

協創會會長陳曼琪指出，現時特
區政府宣布押後第七屆立法會選
舉一年，至於跟隨而產生的真空
期等問題，鑑於香港特區處理

不到，故特首提請中央政府處理，有關做法是合
法合理。而按照國家憲法第三十一及第六十七條，
中央政府有絕對憲制權力，處理香港特區的一切

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按
照國家憲法和擁有權力，能對有關問題作出決
定。她認為，郭卓堅不應該顛倒是非黑白。

馬恩國：疫情嚴重必須押後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

恩國大律師認為，郭提出上訴
的原因主要圍繞第六屆立法會
議員的任期，並聲稱基本法第
六十九條議員任期為四年。然

而，由於現時本港面對重大事故，疫情相當嚴
重，特區政府為維護市民健康押後選舉期，導致
立法會出現真空期，因為有關事宜非特區政府可
以處理，故特首已向中央提交緊急報告，尋求支
持和指示，中央也依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
決定，做法合情合理。

法律界：就真空期提請中央合理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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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禁止司
法覆核申請
法援三年

聲稱「一地兩
檢」違憲申覆核

駁回

申請司法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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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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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fb發文斥郭卓堅覆核申請罔顧市
民生命健康和社會整體利益。 fb圖片

第一宗司法覆核申請人為郭卓堅和陳潔
冰，答辯人為林鄭月娥。申請書稱特首

將今屆立法會任期改為五年的做法，違反基本
法第六十九條中「立法會每屆任期為四年」的
條文，指林鄭月娥違反基本法，要求法庭頒發
禁制令。
第二宗覆核申請，申請人為郭卓堅，答辯人

為林鄭月娥。申請書稱，特首未理會專家意見，
豁免部分來港人士的強制檢疫措施，導致第三波
疫情爆發，要求法庭裁定特首行政失當，並向疫
情重災區慈雲山的居民賠償。

葉劉：疫情嚴重屬緊急情況
對於攬炒派就押後立法會選舉提出司法覆
核，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
高院上訴庭已經裁定緊急法合憲，而緊急法亦寫
明，在緊急情況下，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可以訂立
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現時新冠肺炎疫情嚴重，
當然是緊急情況。
葉劉淑儀表示，押後一年是合理做法，因為

英國在3月時亦決定押後選舉一年。她強調，

1999年已討論過違憲審查權的問題，而劉港榕
案已肯定了香港法院沒有違憲審查權。人大法工
委在去年亦表明，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只
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判斷，其他機關無權決定。
換言之，香港法院沒有違憲審查權。

鄭泳舜：懷疑背後有人指使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狠批郭卓堅濫用司
法覆核權，覆核的理由亦完全不合理，令人懷
疑該「覆核王」是否背後有他人指使，企圖通
過卑劣手段阻礙特區政府施政。他認為，第三波
疫情的爆發是與攬炒派的非法「初選」有很大關
係，攬炒派非但從來不承認這一錯誤，而是不
斷諉過於人，抹黑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郭卓
堅此時覆核，亦是利用疫情來挑起社會矛盾，
如今疫情已經相當嚴峻，最重要的就是全港市
民齊心抗疫，做好個人衞生，減少社區接觸，
而不是聚焦於政治爭拗和矛盾。

葛珮帆：故意針對政府特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強調，基本法的解釋

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已表明支持特區政府
押後選舉的做法，而且特首亦從未指要將第六屆
立法會任期延長至五年，郭卓堅的司法覆核完全
不合理，更是挑戰中央權威，純粹是政治表態和
譁眾取寵。加上疫情發展難以預料，防疫政策更
不是特首一個人就能決定，批評郭卓堅做法故意
挑起社會矛盾，針對特區政府和特首，對抗擊疫
情沒有任何好處。

林宇星：攬炒派難挽回劣勢
公民力量發言人林宇星直言，法庭不是處

理政治事件和公共衞生事件的地方，批評郭卓
堅明顯想利用覆核挑戰中央權威和特區政府的
管治威信，完全是無風起浪，更是利用覆核權
製造社會矛盾和分化，十分不可取。
他指出，基本法的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

會，挑戰中央權威的司法覆核，法院亦未必會
接受。他更批評郭卓堅浪費公帑和公共資源，
可見攬炒派已沒有阻撓押後選舉的任何理據，
就再推出「覆核王」這個跳樑小丑，用盡一切
辦法挽回劣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