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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十一天

立會大會押後下周三復會
大樓外聚集大量示威者 憂討論「佔中」惹混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由於通往特首
辦的添華道繼續被堵塞，行政會議昨日改在禮賓
府舉行。特區政府多名高級官員昨日強調，香港
法治及安全得來不易，希望香港盡快恢復秩序。
通往特首辦及政府總部的車輛通道連日來被堵

塞，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繼續在禮賓府辦公，而
原於政府總部舉行的行政會議亦改於禮賓府舉
行，會議不設遞信區和採訪區，傳媒在禮賓府外
拍攝，但梁振英沒有在會前發表講話。昨日，在
金鐘特首辦外，仍有數十名示威者佔領添華道路
口，而由海富中心通往政府總部的天橋橋面，示
威者開出一條兩米闊的通道，讓政府總部的員工
上班。
多名政府高級官員在到政總上班時接受在場傳媒的訪

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區璟智表示，昨日交通
較擠塞，又指自己最近與金融界傾談提到經常要出外開會
和公幹，大家同樣覺得香港是非常安全城市，因為市民有

秩序，警方有效執法，實在得來不易，呼籲大家珍惜。康
文署長李美嫦表示，昨晨乘港鐵到政府總部開會，過程順
利，但就希望香港可以「路路暢通、政通人和。」地政總
署署長寗漢豪亦指，雖然目前秩序還算可以，但強調香港
法治是重要的，希望社會盡快恢復秩序。

行會移師禮賓府 高官盼「政通人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新立法年度首次

大會原定今日舉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晨突然宣布，由

於立法會大樓出入口沒有不受干擾的通道，立法會周圍也

有大量示威者，特區政府官員及建制派議員均擔心，此時

開會討論「佔中」及警方的處理手法，會帶來安全問題，

故他決定將大會押後至下周三（15日）舉行。不過，立法

會不能無了期押後會議，他正全力研究下星期復會，包括

考慮另覓場地。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由於立法會大樓

沒有不受干擾的通道進出，有官員及議員表示憂

慮，決定取消今日的立法會大會，最快下周三復

會。「佔中」嚴重衝擊政府管治，警方執法受

阻，立法會在安全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不能如期

復會。必須盡快結束「佔中」，讓立法會安全復

會。立法會大會如能復會，首要議題應是追究反

對派策動「佔中」禍港殃民的責任，不能讓反對

派倒打一耙，轉移視線。

本來，立法會應該依期開會。如今立法會大會

不能如期召開，責任完全在「佔中」示威者和反

對派議員身上。由於「佔中」遲遲不肯收場，有

示威者仍包圍立法會並控制立法會的出入，只有

獲得示威者的允許才能進入立法會，連警方也不

例外。「佔中」示威者沒有經過任何合法授權，

卻擁有限制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警方出入的

權力，簡直匪夷所思，是對法治精神的嚴重破

壞。連警方都不能進入立法會，一旦發生不測情

況，有誰能控制局面？政府官員、議員理所當然

對出席立法會大會有人身安全的顧慮。

反對派議員故意搞事，亦是造成立法會不安全的

重要因素。反對派議員為了給「佔中」行動撐腰，

已事先張揚宣稱，將第一時間在立法會大會討論特

區政府、警方應付「佔中」示威者手法的問題，企

圖利用惡意質詢政府官員，向示威者敵視政府的情

緒火上加油，引發大量「佔中」示威者包圍立法

會，對官員和建制派議員構成壓力和威脅。

事實上，反對派議員及助理知法犯法，與追隨

者裡應外合，破壞立法會安全前科纍纍。早前立

法會討論新界東北議案時，一班反對派議員的助

理，利用手上的助理證，將大批激進示威者「偷

運」入立法會，待機發難，更一度攻入立法會，

導致險象環生。如今立法會的進出權落入「佔

中」示威者手中，立法會的安全毫無保障可言。

「佔中」衝擊香港法治，導致社會被癱瘓的亂

象，反對派責任難逃。立法會要復會，必須結束

「佔中」，確保立法會的正常運作和議員的安

全。立法會大會復會的當務之急，是追究「佔

中」策劃者的責任。立法會大會應把反對派議員

和「黑金」金主黎智英行賄受賄、「佔中三丑」

搞亂香港的問題，作為首要議題，讓廣大市民看

清反對派亂港的真相，支持政府依法處置「佔

中」搞手，及早結束「佔中」，恢復香港的安寧

穩定。

盡快結束「佔中」讓立會安全復會
在「佔中」期間，有反對派議員及其助理安

排「佔中」搞手和示威者在立法會大樓內留宿

並部署「佔中」行動。反對派利用立法會資源

支援違法「佔中」行動，不但是公然濫用立法

會資源，違反了議會守則，更是將莊嚴的立法

機關當成發動違法「佔中」的基地，絕對不能

容忍。為保立法會的聲譽，有關當局須徹查事

件，追究相關議員責任，並研究設立更嚴格的

出入準則，防止立法會設施再被濫用。

立法會的設施只供議員辦公之用，屬於公家

資產，由立法會行管會督導立法會秘書處進行

管理。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使用設施者須遵

守嚴格的守則，議員及訪客使用立法會內資

源，亦只可進行與立法會事務相關的活動。然

而，反對派議員卻藉議員身份之便，為大批

「佔中」搞手和示威者進入立法會大開方便之

門，任由他們濫用立法會的房間及相關設施，

將立法會變成「臨時賓館」。有會議室更長時

間被「佔中」搞手霸佔，妨礙了其他議員正常

使用的權利。雖然立法會議員帶訪客入內，只

要活動是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秘書處是不會干

預，但卻不能將規定無限放大。反對派議員與

「佔中」搞手公然利用立法會的會議室研究

「佔中」對策，甚至利用大樓內的通訊設備發

號施令，這等於是將立法會變成違法「佔中」

的基地。根據香港法例，「佔中」搞手已涉嫌

觸犯多條嚴重罪行，包括串謀、煽動、協助、

教唆、慫使或促致犯罪、協助罪犯及企圖犯罪

等。「佔中」嚴重破壞法治和社會秩序，影響

經濟民生和市民安全，反對派議員卻安排「佔

中」搞手及示威者在立法會內為「佔中」進行

各種部署，唆使他人參與違法行動，議員知法

犯法，對社會的影響十分嚴重，更與立法會恪

守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馳。

反對派現時仍在煽動「佔中」行動，大批不

明來歷的人在立法會內進進出出，令人懷疑

「佔領」行動是否已經擴展到立法會大樓，擔

心立法會成為下一個被「佔領」的目標。多名

議員已促請行管會徹查事件。行管會必須切實

跟進，追究議員濫用資源的責任。同時，行管

會須制定更嚴格的進出及逗留規則，防止反對

派議員繼續安排其他人士進入立法會濫用資

源，從事與立法會事務無關的工作，讓議員及

秘書處職員可以在寧靜、安全的環境下辦公。

不容莊嚴議會變違法「佔中」基地

立法會連日來已先後取消逾10個委員會會議、8個委員會會議延
期。前晚深夜，立法會仍指新立法年度首次大會會如期於今日舉

行，屆時討論包括由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提出的處理示威
和「佔領」群眾的休會待續辯論。不過，曾鈺成昨晨突然宣布，他已
決定將會議延至下周三舉行。

出入通道受干擾 安全或有問題
曾鈺成昨晨在立法會會見傳媒時表示，前日，有政府官員向他反映
憂慮，41名建制派議員也聯署要求不要在本周開會，擔心在大會討論
有關「佔中」及警方處理手法的問題時，會引起強烈反應，加上官員
和議員目前出入大樓時，並無不受干擾的通道，安全可能有問題。他
續說，如期開會是立法會的憲制責任，不會輕易改變開會時間。
他說，考慮過要求警方派員到立法會大樓外維持秩序，保障官員議

員出入安全，但得到的回應是，警方提供的協助未能真正保障到官員
可自由進出大樓。他表示，根據過往經驗，倘有警員在立法會周邊出
現，反而會引起示威者的強烈反應，在衡量風險後，認為難有平靜安
全環境開會。
曾鈺成強調，他不認為任何一方市民會有暴力行為，相信參與「佔
領」的學生及市民和平，但由於「佔中」議題在社會上尖銳對立，相
信立法會大會舉行並討論「佔中」問題時，一定會吸引很多「佔中」
和反「佔中」的市民在大樓外聚集，他無法說服議員不會有混亂場
面，「雙方進行激烈辯論，一定好難估計外面（群眾）的情緒發
展。」

不能無了期押後 考慮另覓場地
他表示，立法會議事規則授權主席可提前或押後會議，有鑑於目前
是「非常時期」，他決定延後會議，但強調一定不能無了期押後開
會，正全力研究下星期復會，包括考慮另覓場地，行政管理委員會將
開會討論。至於各事務委員會明日選舉主席，則可按原定日期進行。
曾鈺成透露，行管會曾探討在其他地方開會的可行性，但需要解決
多個問題，包括要方便公眾人士旁聽、提供直播及即時傳譯等，也要
維持會場外的秩序。目前，他不適宜交代有哪些後備地方可以舉行會
議，因為會對場地造成壓力。
被問到立法會過去也曾討論新界東北、高鐵等具爭議議題，為何是

次「佔中」爭議卻導致不能開會，曾鈺成解釋，立法會大樓附近目前
被「佔領」，是很特殊的情況，「家示威人士可以唔畀邊個入，就
唔畀邊個入，從來未試過。」他希望是次決定不會成為慣例。
反對派23名議員其後發表聲明，聲稱曾鈺成以政府和建制派反對為
理由，決定押後復會，是「騎劫議會」，「實際上是一個由政府指
揮、建制派帶頭對立法會的不合作運動……我們認為所謂安全問題，
只是梁振英政府和建制派逃避開會的藉口。」他們今日會到「集會廣
場」，就他們的議案向示威者發言。

建制派籲勿影響立會政府運作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指出，立法會周邊現時的交通要道

被堵塞，議員及官員均沒有辦法從車輛入口進入大樓，大樓四周的情
況亦未受控制，故不適合舉行大會。他認為，最低限度需要確保一條
車輛通道暢通，以及警方能控制附近環境，才適合再舉行大會，並呼
籲公眾不要影響立法會及政府的運作。被問到是否不想與反對派在大
會辯論「佔中」時，他強調這不是考慮因素，因為「立法會甚麼時候
都是辯論得火紅火熱的」。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示，建制派議員無意迴

避民意，但自己早前到立法會時，就曾被示威者包圍，以粗言穢語指
罵，而原定今日舉行大會上討論的，都是具爭議性的議題，有可能激
起立法會大樓附近示威者的情緒。為保障所有與會者，尤其是公眾的
安全，故他們提出會議延期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
倩）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昨日在一
公開活動上表
示，「佔中」不
能解決香港的意
見分歧，希望各
界包括校長、老
師和同學面對近
日的政改紛爭，
可以保持香港優
良傳統。他指，
雖然大家有各自
的理想，也要尊
重不同聲音，求
同存異、和而不
同，以理性、務
實和守法的核心
價值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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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行動已持續
多日，美國《華爾街日
報》引述港府高層官員
指，行政長官梁振英計
劃安排官員與示威學生

對話，化解今次危機。該官員指，政
府意識到「學聯」在上周六晚的聲明
中，語調有所轉變後，決心推進有關
對話，但預料將需要多輪對話才有望
達致共識。

報道又指，梁振英近日十分低調，
盡量留在禮賓府，是認為目前「不適
合外出」，尤其是前往特首辦，以免
刺激示威者令局勢惡化。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則指
出，隨着「佔中」變成持久戰，示威
者人數開始出現減少跡象，同時市民
對示威者的耐性亦逐漸流失。報道引
述彭博亞太區評論員佩謝克指，「佔
中」拖得愈長，在市民心目中的印象
便會變得愈差，認為現在是示威者收
手、並與政府對話的好時機。

CNN 又提到上周有兩天公眾假
期，某程度減少了示威對市民帶來的
不便，但隨着近日市民開始恢復正常
上班上課，對「佔中」的不滿情緒只
會愈積愈多。
■《華爾街日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特區政府與「學
聯」正式就對話時間地點等達成共識。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昨晚與「學聯」舉行第三
次會議後宣布，「政改三人組」將於本周五下午4
時與「學聯」會面交流。有政府消息人士向本報
透露，周五下午4時的會面只是一個初步安排，屆
時能否順利交流，仍要視乎有關的場地是否合
適、中立，屆時場地的秩序、保安能否配合等。

地點待實地考察再確認
特區政府與「學聯」幾經協商，終於昨晚正式

就對話達成共識。劉江華昨晚與「學聯」舉行第
三次會議後宣布，是次會面確定了對話的日期與
時間，「政改三人組」初步定於本周五下午4時與
「學聯」會面交流，首次會議設兩節時間，兩節
其間將設休息時間。他續說，是次會面將涵蓋兩
點議題，包括政制發展憲制基礎、憲制發展法律
規定，屆時歡迎傳媒全程採訪，確保對話溝通透
明，希望雙方在互相尊重下展開對話，至於地點
待實地考察後再作確認，而屆時「學聯」秘書長
周永康等不超過5人參與。
「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昨晚聲稱，「學聯」

對政府提出兩點議題感到「失望」與「憤怒」，
稱他們的會面原則是「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並促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拿出勇氣」，不要
「玩弄香港人」，又稱「如果當局在會面之前進
行清場，將會影響學生和政府的談判」。
特區政府消息人士昨晚向本報透露，周五下午4

時會面只是一個初步安排，到時能否順利交流，
仍要視乎有關的場地是否合適、中立，屆時場地
的秩序、保安能否配合等。據悉，是次會面「學
聯」共有5個名額，但「學聯」內部對哪位成員參
與仍有爭論，至昨晚為止未有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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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初定後日與「學聯」對話

▲政府官員及建制派議員
擔心討論「佔中」帶來安
全問題。曾鈺成宣布將立
會大會押後至下周三舉
行。 記者梁祖彝 攝

立法會停車場外的通道
被堵塞(右上圖)，而大樓
出入口亦沒有不受干擾的
通道(右下圖)。

記者莫雪芝 攝

▲

■行會移師禮賓府舉行，各行會成員出席。 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