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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現行指南，要被認定為慈善團體，有關團體必
須純粹是為法理上承認的慈善宗旨及為公眾利益而成
立。而慈善宗旨現時在香港是由案例法界定，包括救助
貧困、促進教育、推廣宗教，以及可令社會得益但非屬
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慈善宗旨。許正宇強調，慈善團體
一直以來在香港有其重要角色及獨有貢獻，豁免繳稅資
格可以讓慈善團體保留更多財政資源，從而有空間推動
更多促進公眾利益的慈善項目，但亦須防範別有用心的
人假借慈善之名，實際上卻在危害國家安全。

涵蓋新舊慈善團體
許正宇指出，稅務局是根據工作而決定是否修改指

引，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將內容體現在指引中是應有
之義。本次修訂後的指南除適用於新申請慈善團體外，
亦涵蓋現時已獲確認豁免繳稅資格的所有慈善團體。稅
務局會進行定期覆檢，並留意有關團體的實質性質有否
改變。如發現有慈善團體參與或運用其資源支持或推廣
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活動，並在全面審視後認為其已根本
性地改變慈善宗旨，便會撤銷其豁免繳稅資格。

在上周的立法會上，多名議員質詢，支持黑暴的
「612人道支援基金」 向修例風波中的傷者及被捕者提供
金錢等支援，局方會否制定法例，規管籌集資金，以資
助涉嫌違法者的公開籌款活動。許正宇當時表示，任何
資金的籌募、轉移及使用，必須符合相關法例適用的規
管要求。執法部門定會按實際情況，監察及留意某些資
金運作，如有違反相關法例，必依法處理。他昨日未有
回應局方是否已對基金展開調查，但強調該基金過去的
一些行為或動作，令大眾產生錯覺，誤以為違反法律的
成本很低。

傅健慈促查「612基金」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健慈認

為，今次修改指引，對於反中亂港組織透過慈善團體進
行分裂活動的行為是有必要性、迫切性、震懾性，能夠
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有效打擊反中亂港的組織，切斷
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借這些機構組織，進行危害國家安全
和香港繁榮穩定的違法活動的可能。他還表示， 「612基
金」 可能涉嫌違反指引，促請有關當局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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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獄中跳船辭任支聯會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正

在獄中服刑的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昨日
發表聲明，即日起辭任支聯會、華人民
主書院及維權律師關注組所有職務，並

退出上述組織。
警方早前引用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

施細則，指控支聯會、華人民主書院和
維權律師關注組為外國代理，要求包括
何俊仁在內的所有支聯會常委，華人民
主書院陶君行，維權律師關注組副主席
劉慧卿等人提交資料。支聯會拒絕向警
方提交與外國政治性組織往來等資料，
副主席鄒幸彤及四名常委上周三被捕，
常委徐漢光上周四亦被拘捕，而陶君行
和劉慧卿等則獲批延期提交資料。

69歲的何俊仁因2019年10月1日的
未經批准集結案，目前正在服刑。他亦
涉及與支聯會相關的香港國安法案件，
與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鄒幸彤，
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何俊仁沒有
保釋申請，案件押後至10月28日再審。

【大公報訊】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大聯盟）日前發表聲明，嚴厲譴責支
聯會無視國安處的要求，甚至拒絕向國
安處提供相關資料等蔑視法律、罔顧國
家安全的行為。大聯盟認為，倘支聯會
被取消公司註冊，完全是咎由自取。香
港是法治社會，香港國安法更有其權威
性，維護着香港社會乃至國家的安全和
穩定，大聯盟全力支持警方依法追究、
嚴正執法， 「只有這樣才能全力維護國
家安全及香港安寧。」

大聯盟指出，支聯會自成立以來，
一直反中亂港，更勾結外國勢力，甘當

西方反華勢力在香港的代理人，其行為
不僅損害了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更破
壞了國家主權和安全，這是包括香港市
民在內的所有中華兒女都不能容忍的。

促調查相關組織
大聯盟支持特區政府盡快就支聯會

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採取行動，並對與
其相關的組織展開調查，盡快取締破壞
香港和國家安全的組織，將有關個人繩
之於法，以維持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
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保障 「一國兩
制」 實踐行穩致遠！

大聯盟：支聯會倘被取消註冊咎由自取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日表示，稅務
局已修訂《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
務指南》，任何團體支持、推廣或從事不利於國家
安全的活動，稅務局將不再認定其為慈善團體，並
會撤銷根據《稅務條例》給予的豁免繳稅資格。有
關修訂指南於昨日正式公布，並即時生效。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今次修改指引，有效打擊
了反中亂港的組織，切斷了外國或者境外勢力資助
這些機構組織，進行危害國家和香港違法活動的可
能。當局亦須對有 「黑暴基金」之稱的 「612基
金」徹底調查。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政府修改指引政府修改指引，，打擊借打擊借 「「慈善慈善」」之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之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612612基金基金」」被指籌集資金資助涉嫌違法的人被指籌集資金資助涉嫌違法的人，，法律學者促法律學者促
政府當局徹查政府當局徹查。。

攬炒派掛名慈善黑金密密收
過去，不少反中亂港的團體都有註

冊為慈善團體，藉此豁免繳稅，實際上
進行各種勾當。香港公民教育基金會屬

於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
構，成立於2005年，由 「佔中」 發起人朱耀明創立，當
時的董事還有另一 「佔中」 發起人陳健民。不過，網民
「壹傳媒股民」 曾在網上踢爆，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於
2013年4月，向朱耀明擔任主席的香港公民教育基金會捐
出20萬元，而朱耀明親筆寫一張便條給黎智英，感謝他
對該會 「鼎力支持及慷慨捐助」 。

禍港四人幫「培育基金」停運
2014年4月1日，黎智英再向香港公民教育基金會捐

出20萬元，給柴灣浸信會的朱耀明牧師。黎送上支票連

一封信指 「本人呈送支票乙張，聊表小小心意，謝謝」。
同樣獲得豁免繳稅的公民實踐培育基金，成立於

2014年8月，聲稱建立互動教育平台，傳承香港賴以成功
的核心價值，而該基金由 「禍港四人幫」 陳方安生合作
籌組。該基金曾於2016年邀請了末代港督彭定康訪港出
席論壇，不少反中亂港分子都有出席，包括壹傳媒創辦
人黎智英、本民前線梁天琦、青年新政梁頌恆等。2020
年6月，陳方安生宣布辭任該基金的董事。現時，該基金
的網站和facebook專頁已停止運作。

另外，一直與外國勢力有緊密聯繫的職工盟，旗下
的 「職工盟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 「職工盟回收助人中
心有限公司」 也是獲豁免繳稅。至於宣布解散的教協，
旗下的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育發展基金」 、 「香
港專業教育發展有限公司」 都是屬於獲豁免繳稅。

▲在囚的何俊仁辭去支聯會及相關組織
的職務。

慈善團體涉危國安慈善團體涉危國安 即撤免稅資格即撤免稅資格
昨起生效 法律界：切斷外力黑金亂港

堵住慈善機構監管漏洞從泛政治化到非政治化的重大轉變
——新選制選出香港新未來系列評論之一

龍眠山

掛着慈善機構的羊頭，賣着違法
甚至危害國家安全的狗肉，這在前年
修例風波爆發後屢見不鮮，引起公眾
高度關注及強烈不滿。稅務局昨日公
布已修訂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
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即時生
效，就是亡羊補牢之舉。

有關修訂適用於新成立的慈善機
構，也涵蓋現已獲得免稅資格的所有
慈善團體。根據新指南，任何團體支
持、推廣或從事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活
動，稅務局將不再承認其為慈善團
體，並會撤銷其豁免繳稅的資格。稅
務局將進行定期覆檢，若發現有關團
體的性質發生改變，便會採取行動。

香港慈善機構近年不斷增多，現
已有逾九千多家，其中不乏害群之
馬。黎智英是國安法主犯之一，其旗
下《蘋果日報》已經關門， 「蘋果日
報慈善基金」 也被凍結戶口，原因就
是涉及違法，例如曾成立 「撐學生專
戶」 ，為黑暴學生提供資金支持，免
除其後顧之憂；又如自封 「傳道人」

的陳凱興，曾創辦異端教會 「好鄰舍
北區教會」 ，舉辦多個支持暴徒的活
動，亦巧立名目進行眾籌，獲款高達
1800萬元，涉嫌嚴重欺詐及洗黑錢。
他在警方採取行動之前逃之夭夭，至
今逍遙法外。

稅務局修例堵住了慈善機構的監
管漏洞，但沒有解決所有問題。反中
亂港勢力狡兔三窟，並非都以慈善機
構的名義支持黑暴及危害國安，譬如
所謂 「612人道支援基金」 就是一個
「三無機構」 ，借用別人地址及銀行

戶口進行眾籌活動，涉款高達2億多
元，甚至在臨退場前還要大撈一筆油
水。類似的眾籌活動多不勝數，衍生
大量腐敗，包括上下其手、中飽私囊
及捲款逃跑。

非法眾籌活動名目繁多，目前仍
處於 「無王管」 狀態，潛伏巨大危
機。特區政府需要順應民意，盡快立
法監管問題叢生的眾籌活動，築牢維
護國家安全的防線。

選委會選舉即將於周日舉行，這
場選舉對香港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
義，標誌着香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邁出堅實的一步，選舉告別暴力和極
端，回歸專業和理性，推動社會實現
從 「泛政治化」 到 「非政治化」 的轉
變，為實現良政善治奠定堅實基礎。

長期以來，香港一直以擁有法
治、民主和文明等優秀品質而著稱。
但自從2014年非法 「佔中」 以來，尤
其是經歷了2019年爆發的修例風波，
香港陷入長時間的政治紛爭，由此演
變出來的黑暴更令上述品質蕩然無
存。議會遭癱瘓，法治遭踐踏，社會
遭撕裂，亂港勢力更利用選舉制度的
漏洞，堂而皇之地進入議會，勾結外
力破壞 「一國兩制」 。事實一再說
明， 「泛政治化」 是香港繁榮穩定的
敵人，是社會發展的障礙，是港人利
益的破壞者，甚至成為危害國家安全
的因素。不改變這種狀況，香港就不

可能有發展的空間。
中央出手完善特區選舉制度，根

本目的就是要落實愛國者治港，將反
中亂港分子排除出特區管治架構，讓
香港恢復穩定、議會恢復理性務實、
社會恢復健康與活力，真正走出 「泛
政治化」 的泥潭。這也是國安法頒布
生效、實現止暴制亂之後，推動香港
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舉措。

新選舉制度通過對選委會的重新
構建與增加賦權，堵塞漏洞，助力
「一國兩制」 重回正軌，抵禦風險，

確保愛國者治港落到實處。同時也讓
選舉回歸專業和理性，去除 「泛政治
化」 桎梏，推動香港民主朝着健康、
有序、更高品質的方向發展。

實際上，在新選制之下，大批愛
國愛港人士為香港整體利益和業界利
益積極參選，提出高質素政綱、落區
聆聽民意、廣泛接觸各界，整個過程
體現了多元、專業、重能力、少紛爭

的參政議政新氣象。沒有了以往反中
亂港勢力的抹黑攻訐，沒有了血腥暴
力襲擊，沒有了鋪天蓋地的極端宣
傳，新選制下的選舉風清氣正，民意
得到彰顯，發展得以聚焦，真正體現
出優質民主的特徵。而香港市民期間
表現出來的熱烈反響，都在說明，新
選制得到了港人的支持和擁護。

需要指出的是，推動香港社會實
現 「非政治化」 發展，絕不意味着要
搞 「清一色」 。事實上， 「愛國者」
的範圍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廣
泛的，政治光譜可以多元化。任何人
只要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
特區憲制秩序，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
穩定，都有資格參選或參與特區的治
理。新選制產生的 「管治者」 ，必須
符合最基本的要求， 「愛國者治港，
亂港者出局」 ，這是一條不可動搖的
鐵的底線。

渾水摸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