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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發展局
局長陳茂波昨日重申，發展新界東北
不可能不遷不拆，希望市民可以理解

現實，又表示發展粉嶺高球會土地研究需
時，不可能替代新界東北發展區。
陳茂波昨日下午在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左

右紅藍綠》上表示，有居民要求不遷不拆是
絕不可行，政府規劃時已盡量減低對居民及
農戶的影響。他說，現時1,000戶受影響的
居民，居住在未經許可而搭建在政府土地或
私人土地上的寮屋，他們並無業權，亦不可
轉讓土地。政府一貫的政策是暫時容許他們
存在，但土地要發展時，則需清拆。以往發
展新市鎮也是按照同樣做法，強調會在同區
找公屋安置受影響居民，以及提供特惠補
償，協助居民搬遷。

研粉嶺高球地需時 難替代
至於具爭議的粉嶺高球會土地，陳茂波

說，已將該地納入研究範圍，但研究要好幾
年才完成，不可能替代新界東北發展區。
陳茂波強調，現時只是向立法會申請前期

撥款，進行勘探工作，2018年才會進行主體
工程，屆時亦需要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拓東北遷拆
盼市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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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大樓旁的政府總部廣場外，昨日有近千名反對計劃的示威
者聚集。警方開放部分添美道行車線給示威者。據現場消息稱，

鑑於上兩次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工程撥款申請期
間，暴力衝擊行動不斷升級，為防患於未然，警方昨日除增派警力在
立法會外加強保安，部分便衣警員更進入示威人群中監視。

坐壆褲袋露鎚 揹袋檢「兇器」
中區警區刑事總督察陳志昌透露，警員在公眾集會中，發現兩名少

年正坐在靠近政府總部對開馬路的石壆上，其中一人的褲袋露出一把
鐵鎚柄，甚為可疑，於是要求上峰增援，稍後數名警員趕至截查兩
人，竟分別在其身上及所攜揹袋中，共搜出上述大批嚴重兇暴性武
器，遂立即將兩人拘捕帶署，其中一人更涉嫌襲警而被控以相關罪
名。
他續說，警員在該兩名學生身上搜獲的武器包括一把軍刀、2把8吋

長利刀、一個鐵鎚、一個噴火槍及氣罐、一批刀片及摺刀、螺絲批、
士巴拿、打火機及火水、鉗子及萬用刀等，全部屬嚴重兇暴性武器。

警通宵扣查了解背景動機
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拘捕兩名少年為陳姓、13歲及袁姓、14歲少

年，據知仍是學生，2人會通宵扣查，以了解其背景、武器來源及其攜
備該批武器的動機等。
由於揭發有人攜帶攻擊性武器到場示威，警方不敢怠慢，加緊留意

可疑人士，並先後截查多名可疑示威者，其中一名戴着塑膠眼罩及口
罩、揹着孭袋的少年，亦被搜查隨身物品，無發現後放行。
警方強調，「藏有攻擊性武器」是嚴重罪行，持有該等嚴重兇暴性

武器混入人群可能會有嚴重後果。警方嚴厲譴責有關行為。

屬刑事可判監或勞教
根據第二四五章《公安條例》第三十三條，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

武器是刑事罪行。被裁定罪名成立，如果被告未滿14歲，要根據第二
百二十六章《少年犯條例》的條文去處理；如果年滿14歲但不足17
歲，判監禁不超過3年、或判入勞教中心、教導所或更生中心；如果年
滿17歲但不足25歲，判監禁不超過3年、或判入勞教中心或更生中
心；如果是25歲以上，判監禁不超過3年。
此外，警方昨日下午及晚上，分別於中區拘捕一名18歲姓朱男子、

一名22歲姓何女子及一名25歲姓周女子，3人涉嫌於上周五在立法會
大門外干犯「非法集會」罪名。

與集會者爭執 躁翁襲警遭拘
另外，亦有一名75歲老翁，下午在政府總部外集會時，與現場其他

人士爭執。一名警員協助管理秩序時，老翁突然情緒激動，用手打其
面部，警員因鼻部受傷需送院治理。老翁涉襲警被捕，扣查後獲准保
釋，下月上旬向警方報到。

警搜出軍刀鐵鎚噴火槍 譴責持武混入人群後果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立法會財委會昨日第六度舉行會

議，討論新界東北發展前期撥款申請。鑑於上周五會議有反對派示威者暴力

衝擊立法會，警方在立法會內外均加強保安，有便裝人員進入示威人群中監

視，及加強截查可疑人士，結果竟揭發有兩名少年身懷包括軍刀、噴火槍、

鐵鎚等大批攻擊性武器，兩人其後被拘捕。警方嚴厲譴責有關行為，指持有

該等嚴重兇暴性武器混入人群可造成嚴重後果。

撥咪掟帽「兇」主席 反對派阻議案表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經歷個多
月的審議過程，立法會財委會仍未能就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工程撥款進行表
決。場內礙於反對派多次要求處理規程
問題拖延時間，場外上星期有示威者衝
擊，網上更有人發布攻擊立法會指南，
警方和立法會今次加強部署，關閉原本
用作示威區的有蓋廣場，示威者需轉移
到面向添美道和立法會道的行人路。
立法會財委會昨午第六次開會審議新
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工程撥款，今次保
安明顯加強，會議開始後，除了議員、
職員、記者和已登記的旁聽會議市民之
外，立法會禁止其他人進入大樓，包括
議員助理，公眾旁聽席亦減至10人。
經過上星期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
立法會行管會早前宣布，把場外示威區
搬到添美道行人路。不過，示威者昨日

中午12時陸續抵達，並沒有聚集在新劃
定的示威區，而在政府總部外廣場聚
集，大批藍帽子警員增援，保安禁止示
威者再進入廣場，驅趕廣場內示威者到
添美道行人路，並以工作天為理由，關
閉政府總部外廣場。
有示威者投訴添美道示威區非常狹

窄，可能令他們迫出馬路，造成安全問
題，警方最後同意開放添美道兩條北行
車線讓他們聚集。

團體請願 挺警嚴正執法
下午約3時，約10名「保衛香港運

動」人士，和約30名打鼓嶺鄉事委員會
和上水鄉事委員會的代表，於添美道中
信大廈外馬路請願，支持發展新界東北
及警方嚴正執法，其間以揚聲器播放國
歌，惹來馬路對面反新界東北的人士以

噓聲回應，並爆發零星衝突，需要大批
警員分開雙方，情況一度混亂。

「保港運動」：示威者是「暴民」
「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形

容，反對發展新界東北的示威者是「暴
民」，不希望一小撮人因賠償問題，拖
慢整體發展。

上水鄉會倡關注受影響居民
上水區鄉委會主席侯志強亦有到場支

持發展。他表示，如果新界人不默默付
出，何來新市鎮，認為政府應該關注真
正受影響的原居民，提高賠償額。
下午5時多，場外示威者開始佈置場

地，設立音響，直播財委會。示威者又
輪流發言，要求政府撤回東北發展計
劃。到晚上7時，財委會完結，反對派議

員到集會場地發言，直至8時15分，示
威者開始陸續離場。
粉嶺北農村及居民聯席成員卓佳佳表

示，在政總外至少有5,000人參加集會，
而警方就表示，最高峰時有1,300人參
與。
在立法會內，上次財委會審議期間，

多名反對派議員衝到主席桌前抗議主席
吳亮星不停為討論設限，在今次會議，
吳亮星身旁的保安明顯加強。會議上，
首次有保安陪同在側，吳離場時，亦有
保安封鎖門口，禁止記者接近，讓吳可
從另一邊門口離開。
另外，有議員助理在場外示威，認為

被拒進入立法會大樓是無理。據了解，
立法會秘書處是以安全理由，避免大樓
內太多人，拒絕議員助理進場，亦因同
樣理由，秘書處300名職員不用上班。
對於外界質疑，政府官員同樣是以訪

客身份成功進場，消息人士回應，官員
屬獲授權公職人士，與議員助理的一般
訪客身份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肆意阻撓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有人更
喊出「不遷不拆」的口號。特首梁振英
昨日在網誌上載短片，強調過去成功發
展的新市鎮，人口可能包括反對計劃的
人士，如果當年的居民提出「不遷不
拆」，「他們（反對者）會住在哪
呢？」他呼籲立法會、政府以至所有香
港居民齊心，本着「人人為我、我為人
人」的精神，共同建設新的新市鎮，解
決本港住屋問題。
梁振英昨日在短片中表示，反對新界

東北發展計劃的人士提出「不遷不拆」
口號。「過去的三四十年，我們成功發
展3個較大型的新市鎮，包括沙田、屯
門和將軍澳，現時的總人口有150萬，
有可能包括今日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的人士。」

若當年反3新市鎮，今日住哪？
他續說，如果當年居住在這3個地區的
居民，也提出「不遷不拆」的口號，不
願意搬離，「我們不可能有這3個新市
鎮，這150萬人，包括今日反對新界東北
發展計劃的人，他們會住在哪呢？」
梁振英並呼籲立法會、特區政府以至

所有香港居民能夠齊心，本着「人人為
我、我為人人」的精神，能夠共同建設
好新的新市鎮，令香港的樓價不會不斷
上升，香港的租金不會不斷高漲，排隊
輪候公共房屋的人龍不會越來越長，
「這才是我們根本解決香港住屋問題的
辦法。」

反對派人士 多新市鎮長大
事實上，據本報調查所得，帶頭反對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反對派人士，其實
有不少都住在本港當年的新市鎮在新市

鎮長大，例如「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
就家住將軍澳，粉嶺北農村及居民聯席成員卓佳
佳也是在將軍澳公共屋村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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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新東北示威
兩少年「人肉武器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
繼續審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工程撥款，特區政府已
表明不會撤回撥款申請，也不會「跳過」是項議程，先
就其他撥款計劃作申請，以免造成一個壞榜樣。一眾反
對派議員繼續漠視社會需要，透過多種形式發動拉布，
包括提出中止待續、休會議案，又臨時提出數千項修訂
動議，更曾三度走到財委會主席吳亮星面前「發難」。
最終財委會未能就議題展開表決程序，留待下周五再續
會。
昨日會議甫開始，多名議員便爭拗規程問題。民協議

員馮檢基首先提出中止待續議案。立法會法律顧問指
出，5月2日的財委會會議已有議員提出中止待續並遭
否決，根據議事規則，是不能再行處理。吳亮星也表
示，議員不能再提出中止待續，但可動議休會，部分反
對派議員即時走到吳亮星面前抗議，最終吳決定休會15
分鐘讓反對派議員商討。
會議再度開始後，吳亮星決定不再接受規程爭拗，亦

不再處理中止待續或休會問題，只讓每名議員就是否容
許議員再提出臨時動議發言3分鐘，引起反對派議員不
滿，更質疑他不熟悉議事規則。吳亮星回應道：「剛才
已經重申，上一段時間大家已經討論了很多規程問題，
我認為再討論其他的規程問題，都會造成一個延長會議
時間，而未必能解決到現在實質需要的問題。」

黃毓民威脅不處理「有好戲睇」
他續表示，不容許已排隊的議員再發言，亦不會處理
張超雄早前提出的逾600項及黃毓民昨日新提出的3,042
項修訂動議，企圖「剪布」，反對派議員再度發難，黃

毓民更聲言如吳亮星不處理他提出的修訂動議將「有好
戲睇」，亦不會罷休。部分反對派議員再走到吳亮星面
前抗議，會議再度休會10分鐘。
復會後，議員再度發言，吳亮星其後提出限制議員發
言時間至每人1分鐘，並即場表決。當時，工黨議員何
秀蘭等一眾反對派再衝到吳面前理論，何更一手撥開吳
跟前的咪高峰，嚇得吳即時向後一縮。此時，有反對派
議員企圖向吳投擲草帽但沒有擲中，需要保安人員出手
維持秩序。
投票召喚鐘響過1分鐘後，議員正式投票，但有反對

派議員不滿工聯會陳婉嫻及王國興等議員在鐘聲過後仍
可投票。但據了解，為時1分鐘的召喚鐘聲只是提醒議
員即將進行投票，而非1分鐘內必須回到座椅投票，主
席一般亦會在鐘聲過後詢問是否有議員仍未投票。
投票最終以24票贊成，26票反對，否決將發言時間

減至1分鐘，投反對票者包括新民黨葉劉淑儀及田北
辰。葉劉淑儀其後表示，由於當時情況十分混亂，以致
投錯票。田北辰指出，縱然並非投錯票，1分鐘與3分

鐘的分別不大，因為當時會議時間只餘下45分鐘，無
望就撥款議案進入投票程序。昨日的會議最終未能就議
題展開表決程序，留待下周五再續會。

馬紹祥：拉布無根據感遺憾
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會後表示，今次向立法會財委會

申請的只是新界東北發展的前期撥款，進行設計及土地
勘察，希望撥款可以按時間表通過。他又對是次符合社
會整體利益的項目被政治化、被毫無根據及無中生有的
指控糾纏及拉布而未能處理，感到非常遺憾，希望議員
盡早通過這個與土地房屋有關的議案。

葉太倡轉主持 吳亮星：倘能處理贊成
另外，葉劉淑儀會後質疑，吳亮星處理程序混亂，認
為應由副主席劉慧卿主持會議，因對方有處理高鐵撥款
申請的經驗。吳亮星回應指，他有盡主席責任，但如能
順利處理議案，誰當主席他都贊成。民建聯葉國謙則不
贊成更換主席。

拒入「新示威區」轉攻政總外添美道

■■示威者轉移到面向添美道和示威者轉移到面向添美道和
立法會道的行人路立法會道的行人路。。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有市民自製圖片，質疑「反東北」積極分子中
的卓佳佳，過去就是住在將軍澳這新發展區。

網上圖片

■■反對派議員三度走到吳亮星面前「發難」。
梁祖彝 攝

■■一名戴着塑膠眼罩及口罩一名戴着塑膠眼罩及口罩、、揹揹
着孭袋的少年着孭袋的少年，，被警員搜查隨身被警員搜查隨身
物品物品。。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涉案少年袋有攻擊性涉案少年袋有攻擊性
武器武器，，武器的木柄露出武器的木柄露出
衣服外衣服外。。 文森文森 攝攝

■■另一藏武器的少年亦另一藏武器的少年亦
被捕被捕。。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警方展示檢獲的大批武器警方展示檢獲的大批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