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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議員譴責暴徒促拘「三丑」
批「和平佔中」徹底破產 搞手勿以為「劃線」可開脫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41位建制派議員昨日發表

聯合聲明，強烈譴責暴徒前晚造謠

衝擊立法會，又批評「佔領」行動

導致暴力行動升級，所謂「和平佔

中」的說法已徹底破產，而所有策

劃、組織、協助和煽動佔領行動的

政黨、團體、個人必須立即宣布停

止「佔領」行動，而非只與暴徒劃

清界線，意圖開脫責任。他們並要

求警方嚴正執法，將所有違法者繩

之於法，包括煽動示威者犯法的

「佔中三丑」。

惹眾怒急「劃界」
反對派圖屈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佔領」行動爆
發以來，反對派各政黨及「佔中三丑」、學聯及
「學民思潮」等一直煽動示威者毋須遵守法律，更
肆意侮辱前線警員，導致昨日凌晨一批「佔鐘」示
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造成破壞，有警員更因
此而受傷。反對派眼見民情洶湧，昨日舉行聯合記
者會譴責暴力衝擊，試圖與暴力「劃清界線」，但
就試圖將是次暴力衝擊歸咎到特區政府身上。
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昨日在聯合記者

會上聲稱，衝擊立法會與通過非暴力方式爭取「真
普選」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馳，對曾經「付出過汗水
及努力」的示威者不公平，他對此「表示心痛」，
並予以強烈譴責，但又稱大家應「先取得群體共
識，才把行動升級」，否則「你們衝擊，但要全部
人埋單」。
曾經聲稱「納粹訂立的法例不必百分百遵守」的

民主黨議員何俊仁，稱事件令「親者痛、仇者
快」。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更刻意與衝擊者「割
席」，稱衝擊者不代表「佔領」行動的大部分參與
者，「希望公眾不要混淆」云。

稱不與「佔領」者對話要反省
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卸責稱，特區政府和衝擊者

「雙方都有責任」，又稱特區政府應該「反省」未
與「佔領」者對話，「造成今日的局面。」
工黨主席李卓人更以「陰謀論」強屈特區政府，

稱特首梁振英一直冷待「佔領」事件，「不理會示
威者的訴求」，就是要等待「暴衝派」為運動加上
壞印象，希望大家「不要中梁振英計」，不要給任
何藉口讓人抹黑這「佔領」行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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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
批「佔鐘」示威者昨日凌晨以「鐵
馬」磚頭等物件衝擊立法會大樓，數
道玻璃大門被打破。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對暴力行為予以嚴厲譴責，強調任
何人妨礙立法會會議進行是刑事罪
行，已經責成立法會秘書處與警方聯
絡，盡快採取措施，確保議員和職員
的安全。

兩度視察大樓損毀情況
曾鈺成昨晨在秘書長陳維安陪同

下，兩度視察大樓損毀情況。現場所
見，被損毀的玻璃門附近仍然留有大
量玻璃碎片及磚頭，工作人員就用大
型的工板，封住破損的玻璃門。曾鈺
成視察後，隨即召開緊急行政管理委
員會會議，商討有關事件。
曾鈺成其後向傳媒表示，他已經

與警方保持密切聯絡，但承認目前只
能以立法會現有的編制、人手，及過
去處理相關事件的經驗作出安全評
估，難以百分百保證日後再有同類事
件發生時，不會做成任何損傷，
「（難保）明日有人派軍隊來打入
來，放一個炸彈入來，如何防止？」

立會外帳篷趨多 有衛生安全問題
他續說，目前立法會門外示威區

的帳篷越來越密、越來越多，當中確
實存在很多衛生和安全問題。而早前
消防人員亦注意到帳篷中有發電裝
置，甚至有燃油存放，立法會的消防
通道亦被阻塞，有安全威脅。
就報道指立法會將建3米高圍欄圍

着立法會大樓，曾鈺成回應指，這是
歪曲事實，強調有關說法是顧問就改善立法會
保安的其中一項建議，主要在大樓停車場入口
位置加一個可開可合的圍欄，平日是打開，當
有需要時才關閉，暫時還未有任何定案。
被問及有指因3米圍欄問題引致今次衝擊事

件，他形容這完全是荒謬的，並重申立法會有
重要職能，不會因衝擊事件受到影響，及盡力
保障議會順利運作，又指任何人若妨礙立法會
會議的進行，或阻止議員出席會議，均須負上
刑事責任，並希望執法人員能將暴徒繩之於
法。

■曾鈺成視察損毁情況。 梁祖彝 攝

■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昨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暴徒衝擊立法會。 梁祖彝 攝

致函主席促申禁令停「佔」保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建制派

議員昨日致函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指昨日
暴徒衝擊立法會大樓的目的，是為了「佔
領議會」，而立法會會議已因衝擊事件被
迫延期，建制派議員對現時情況十分憂
慮，既擔心人身安全，也擔心立法會遭到
破壞，故此致函主席表達關注，並要求加
強保安，及要求行管會申請禁制令或以其
他措施結束「佔領」。

馬逢國責暴力阻撓議會運作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

逢國昨日代表全體建制派議員宣讀致曾鈺成
的信件內容。他們要求行政管理委員會從速
申請禁制令或以其他措施，要求「佔領」者
撤離，恢復立法會的正常運作。
他們表示，立法會早前受一批暴徒暴力
衝擊，傳媒畫面所見，立法會大樓的玻璃
門被暴徒使用鐵馬連環撞擊，造成嚴重的
毀壞，有暴徒更經破毀的玻璃門闖入大樓
內；而緊急出口也被暴徒破壞。由傳媒報
道所知，暴徒的目的是以暴力、非理性的
手段「佔領」立法會，阻止議會正常運
作，而今次暴徒使用暴力的程度，及對立

法會造成的破壞，均遠超過往的衝擊行
為，立法會保安能力再度響起危急警號。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並表達了他們對事件

的憂慮，指今次已是立法會再一次因非法
「佔領」道路事件引起的保安問題，被迫
將會議延期，也擔心衝擊行動會持續，造
成立法會大樓設施更大的破壞和威脅立法
會內人員的人身安全。故他們致函曾鈺
成，促請行管會加強立法會的保安能力，
包括加建保安設施。

梁君彥：有需要清場 陳健波：容忍是懦弱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君彥表示，有示威

者聲稱要阻礙議員開會，涉嫌觸犯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條例，希望行管會能向法庭申
請禁制令，增加阻嚇力，令示威者撤離。
他又認為，佔據不能永遠持續，有需要清
場，需要保障立法會內所有人員的安全。
行管會成員、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

波坦言，由於行管會中有5名積極參與
「佔領」行動的反對派議員，故要在行
管會中採取行動比較困難。不過，他強
調，如繼續容忍「佔領」行動，是懦弱
的行為。

立會慘變「垃圾崗」
「 佔

鐘 」 持
續 50 多
天 ， 造

成嚴重的環境衛生問
題。除了「佔領區」
外，立法會大樓也成
為了「重災區」：由
於多條通往立法會大
樓的主幹道被堵塞，
令垃圾車無法直接駛
入大樓處理垃圾槽的
垃圾。有建制派議員形容，該條久未清理
的垃圾槽正不斷滋生細菌，嚴重影響大樓
內的衛生環境，令立法會變成一所「真真
正正」的「垃圾會」。

垃圾車無法進入 不斷堆積爆滿
有建制派議員昨日透露，立法會的垃

圾一直通過一條垃圾槽直接送到停車
場，再由垃圾車運走，但自「佔領」開
始後，大樓對出的道路被堵塞，垃圾車
無法進入，加上各反對派議員在「佔
領」初期「招呼」大量「佔領」者在大
樓內「過夜」，更將大樓當作「臨時旅

館」，令大樓在短時間內堆積了大

量的「生活垃圾」。
他續說，由於這些垃圾因「佔領」而

無法運走，令垃圾槽爆滿，要被迫要
「暫時封閉」，需要改由清潔工人，親
手一車一車推到較遠的地方拋棄，而不
少垃圾已堆積在立法會大樓的垃圾槽內
50多天，造成嚴重的衛生問題，故建議
立法會引用特權法，向法院申請禁制
令，開通示威區內的行車通道，讓垃圾
車進出，解除立法會的衛生威脅。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梁君彥昨日在
回應有關問題時指出，立法會法律顧問
正研究有關的可行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王國興向記者指出被封王國興向記者指出被封
垃圾槽位置垃圾槽位置。。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阻議員出入 行管會強調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晚發表聲明，嚴厲
譴責前晚一群人士以暴力衝擊立法會綜
合大樓，並強調任何人妨礙立法會議員
前往或離開立法會會議廳範圍，即屬違
法。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在昨晚聲明中

指，昨日凌晨，有一群人以暴力衝擊立
法會綜合大樓，嚴重破壞綜合大樓多處
地方。行管會對這些暴力行為，予以嚴

厲譴責，並要求執法部門果斷執法，盡
快拘捕涉案者，將他們繩之於法。

冀採措施保議員職員安全
行管會強調，任何人妨礙立法會議員

前往或離開立法會會議廳範圍，即屬違
法。行管會已責成立法會秘書處加強與
警方聯繫，盡快採取措施，保證立法會
議員及秘書處職員可以安全進出綜合大
樓，及確保會議能夠順利舉行。

◀「佔鐘」示威者昨日凌晨
暴力衝擊立法會，打破大樓
的玻璃門，圖為受到衝擊的
立會大樓玻璃嚴重破裂。

曾慶威攝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對
於目無法紀於目無法紀、、為非作歹為非作歹
的惡行的惡行，，予以強烈譴予以強烈譴
責責，，並要求警方嚴正執並要求警方嚴正執
法法，，將所有違法者繩之將所有違法者繩之
於法於法。。圖為工作人員昨圖為工作人員昨
日清理破爛的玻璃門日清理破爛的玻璃門。。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一批「佔鐘」示威者昨日凌晨暴力衝擊立法會，打破
大樓的玻璃門，包圍、辱罵甚至襲擊在場維持秩序

的警員。一直煽動示威者毋須遵守法律、不理會法院禁
制令的反對派政黨，在事發後舉行記者會，試圖與暴力
衝擊者「劃清界線」，更試圖將責任推卸到特區政府
（見另稿）。
建制派41名議員昨日發表的聯合聲明，批評一群暴徒

前晚製造謠言，煽動群眾包圍立法會，及後更發動暴力
衝擊，用自製武器、渠蓋、磚頭和鐵馬，撞毀立法會大
門及外牆。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對此目無法紀、為非作歹
的惡行，予以強烈譴責，並要求警方嚴正執法，將所有
違法者繩之於法。

責毋須守法歪理造成亂局
聯合聲明指，從這些暴行可見，所謂「和平佔中」
的說法已徹底破產。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認為，造成此
局面，原因在於「佔領」者違背民意，持續佔據路
面，不願結束佔領行動，加上行動的組織者和一些支

持行動的政客扭曲法治概念，散布可以毋須守法的歪
理。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表示，「佔領」行動導致違法暴力

升級的現實擺在眼前，責任不容推卸，為此我們對該行
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予以嚴厲譴責，並促請所有佔領者
立即撤離佔領區，恢復社會秩序，還路於民。

譚耀宗：須叫停「佔領」非只劃清界線
宣讀聲明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批評，「（佔領行動）

扭曲法治的概念，散布可毋須守法的歪理，所有策劃組
織、協助及煽動佔領行動的政黨、團體、人士，更必須
立即宣布停止佔領行動，而非只與暴徒劃清界線，意圖
開脫責任。」
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嚴厲譴責凌晨衝擊立法會的
滋事分子。他強烈要求警方採取有效的清理行動，逮捕
「佔中三丑」，因要求「佔領」者自動撤離已不現實。
香港沒空間和條件忍受每天無可量計的損失，「佔領」
者應用其他方法表達。

王國興揶揄「精人出口、笨人出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批評，反對派議員和衝擊行

為劃清界線，只想逃避責任。凌晨的暴力衝擊事件，已
證明佔領行動聲稱愛與和平，事實上並不是這樣一回
事。他形容整件事是「蛇鼠一窩」及「精人出口、笨人
出手」，要求煽動佔領的組織或政黨要負起責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則不滿泛民與衝擊者劃清界

線的說法。她指出，「佔領」期間已多次出現衝擊，衝
擊都是「佔領」的一部分，她更擔心「佔領」會引發其
他犯罪行為。

梁美芬：「佔領」失控 有高度危險性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年輕人容易失控，而「佔

領」行動已失控及有高度危險性，「佔中三丑」應去自首。
除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因要遵從政治中立原則而未有簽

名外，是次唯一未有簽名的建制派議員為醫學界議員梁
家騮。

▲警方鑑證課人員仔細檢驗
玻璃上的指紋。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