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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追
加撥款申請被反對派拖垮，多名
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
協香港委員，在北京參加全國兩

會的立法會議員，均於昨晨乘搭最早一班飛機，
由北京趕返香港，出席下午舉行的特別財委會會
議。他們均強調，身為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的
事務也要盡心辦妥。是次他們趕返香港，令高鐵
撥款可以順利通過，令香港經濟發展得以向前邁
進，他們如何頻撲也是值得的。

葉國謙：撥款通過應記一功
身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民建聯議員葉國謙表示，

他昨日清晨4時就起床，乘飛機從北京趕返香港，
確實感到很疲累。不過，身為立法會議員，他有責
任辦好所有的審議工作，特別是高鐵工程項目關乎
全港市民的福祉，和香港未來經濟及民生等發展，
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撥款，自己決不能缺席
他又讚揚代主席陳鑑林成功「剪布」，加上建制

派的努力及團體發聲，令撥款得以順利通過，工程
不至「爛尾」，應記一功。但令人感到遺憾，就是
反對派以各種粗暴的手法，阻礙會議進行，嚴重破
壞議會秩序，是不能接受的。

林健鋒：沒有感到半點辛苦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指出，回港

投票是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所在，特別是高鐵工程關
乎香港未來發展及市民的切身利益，絕不能「爛
尾」，故他由北京趕回香港，沒有感到半點辛苦。
他強烈譴責反對派議員搗亂議會秩序、阻礙高鐵

撥款的野蠻行徑，更點名批評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圖
以墨水正面潑向代主席陳鑑林，最終令到主席桌面、
秘書處職員等「中招」，所為非議員應有。公民黨
議員楊岳橋及其他反對派議員，帶同「大聲公」、
擴音器等在會議廳內大吵大鬧，十分離譜。

張華鋒：體現建制議員團結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鋒表示，國家

事務當然重要，但高鐵工程關乎香港的未來發展，絕不能
「爛尾」，故特向全國政協委員會請假，趕返香港出席昨日
的特別財委會會議。陳鑑林是次成功「剪布」，讓會議不至
無休止地拉布，讓財委會可以處理其他迫切的撥款，就算自
己需要北京、香港兩邊走，都覺得值得，同時也體現了一眾
建制派議員團結的力量。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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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委會昨日通過高鐵香港段追加196億元撥款申
請。反對派聲稱表決無效，揚言會考慮提出司法覆核。財
委會代主席陳鑑林果斷「剪布」，令撥款順利通過，高鐵
工程避免停工、「爛尾」，建制派順應香港主流民意，團
結一致，維護議會正常運作、捍衛香港利益，打了一場漂
亮的「反拉布戰」。這一結果，再次反映建制派是香港真
正的民意代表，是建設香港的中流砥柱，在關鍵時刻能夠
發揮推動香港發展的重要作用。反對派議員破壞會議秩
序，死纏爛打要拖垮高鐵，輸打贏要，對不住香港，必須
向全港市民謝罪。

高鐵追加撥款申請瀕臨死線，一旦停工、「爛尾」，經
濟損失可高達千億，更令香港喪失融入內地高鐵網的機
會，面臨自我邊緣化的危險。有關高鐵追加撥款的審議進
行多時，反對派要求繼續發言、不斷提出大量新動議和垃
圾修訂，內容重重複複、了無新意，目的只為拖延撥款申
請。財委會昨日下午加開會議，再審議高鐵追加撥款，會
議期間多名反對派議員以粗暴方式抗議和搗亂，代主席陳
鑑林唯有執行議事規則，將高鐵追加撥款申請付諸表決，
在建制派議員支持下，終於成功通過，高鐵工程避過停
工、「爛尾」的劫難。

反對派議員表明不惜代價、不擇手段阻止高鐵撥款通
過，陳鑑林作為財委會代主席，雖然承受巨大壓力，面對
粗暴、惡意的挑釁，始終保持不慍不火，冷靜應對，完全
按照立法會議事規則辦事，給予充分機會及時間讓反對派
議員表達意見；但當反對派議員越來越胡攪蠻纏，情況發
展漸趨失控時，陳鑑林當機立斷「剪布」，終止審議並付
諸表決。這一決斷，既符合議事規則，也顯示有承擔敢負
責，有理有節。

此次高鐵追加撥款得以通過，建制派議員順應主流民
意，團結合作，同樣功不可沒。建制派議員中不少是全國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正在北京參加「兩會」。今次為保
證高鐵撥款能夠順利通過，不讓香港發展再遭受重大挫
折，部分在北京參與「兩會」的立法會議員，風塵僕僕趕
返香港，出席財委會審議高鐵撥款的特別會議，展示建制
派議員齊心協力的團結力量，為通過撥款保駕護航，結果
獲得成功。

近年反對派濫用拉布，狙擊施政，阻礙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不少大型工程停滯不前，造成巨大經濟損失，
創科局、版權修訂條例亦因拉布而廢時失事，或胎死腹
中，嚴重削弱香港的競爭優勢。所幸的是，此次高鐵追加
撥款得以通過，讓廣大市民看到，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在
事關香港長遠整體利益的關鍵時刻，建制派議員能夠挺身
而出，不負市民所託，制止反對派胡作非為，搞亂香港，
竭盡所能阻止香港虛耗空轉。建制派議員用自己的實際行
動表明，香港有中堅力量維護繁榮穩定，廣大市民對香港
未來的期望可以有所託付。

反對派阻止高鐵追加撥款不逞，氣急敗壞，惱羞成怒，
攻擊建制派支持通過撥款耗費公帑，更叫囂要提出司法覆
核。事實上，反對派千方百計阻撓高鐵撥款、拖垮高鐵工
程，才是「倒香港米」的罪人。反對派有關拉布的司法覆
核已多次敗訴或被法庭駁回。終審法院和上訴庭分別裁定
立法會主席和財委會主席有權「剪布」，財委會代主席行
使權力「剪布」並通過高鐵撥款申請，合法合情合理，反
對派再就高鐵撥款提司法覆核，更加證明反對派議員企圖
節外生枝，為推倒高鐵工程沒完沒了糾纏下去，完全漠視
民意，罔顧香港利益，必定會受到市民的譴責。

順民意果斷「剪布」建制派團結建功
元朗去年的反水貨客示威中，一名

男子藏有辣椒油，被判在公眾地方管
有攻擊性武器罪名成立，判監四個
月。本案的判決不單是對犯事者的處
罰，更可以向社會傳遞明確的信息：
香港作為法治社會，違法勢必受到法
律的懲處，從而阻嚇近期愈演愈烈的
違法暴力行為。無論出於什麼理由，
出發點如何「崇高」，都不能以暴力
方式表達訴求、達到目的，否則就要
承擔必要的刑罰，付出應有的代價。

一批示威者去年在元朗打「反水
貨客」的旗號發起遊行，期間不僅向
圍觀市民投擲雜物，大聲指罵，更堵
塞馬路和輕鐵路軌，對商戶及道路使
用者造成滋擾，完全罔顧公眾安全。
而涉案男子更被當場搜出身上攜帶一
個內含辣椒油的噴壺，顯然是「有備
而來」，如裁判官所言，非一時之氣
隨手拾起。這種有預謀地製造攻擊性
武器，帶往示威現場，意圖傷害或威
脅他人人身安全的行為，絕對已經超
越了合法界線。裁判官判以阻嚇性的
監禁刑罰，彰顯法治尊嚴，伸張社會
正義。這一判決結果，對於當下一些
人聲言的所謂「勇武有理，違法達
義」的歪風，是強有力的當頭棒喝，
對防範違法暴力抗爭氾濫成災具有積

極意義。
自違法「佔中」後，本港街頭暴力

抗爭愈演愈烈，越來越猖獗，一定程
度上因為法庭過往審理類似案件時，
往往判罰過輕，多判處社會服務令，
不足以反映暴力罪行的嚴重性，無形
中縱容、助長暴力歪風的蔓延惡化。
正如審理本案的裁判官強調，法治社
會絕不容忍暴力行為，發揮法律的阻
嚇和遏制犯罪的職能，才能維護法治
嚴肅性。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和市民
的合法權益，也正是他在量刑時所秉
持的重要原則。可見，司法部門有決
心「違法必究、執法必嚴」，一旦有
人無視法律採取暴力行為，破壞法治
和安寧，危及他人安全和利益，就必
定接受法律的懲處。

香港不能亂，這是廣大市民的最大
共識，而層出不窮的暴力行為，是對
這一共識的最大威脅和挑釁。希望通
過對暴力犯罪者判處即時入獄、接受
監禁，能夠建立起新的判例，成為日
後類似案件量刑的參考標準，令暴力
犯罪者受到法律的應有懲處，讓香港
的司法制度充分發揮遏止暴力犯罪的
效能，有效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廣大
市民安居樂業。

（相關新聞刊A13版）

法庭依法懲暴 傳遞正確信息

反高鐵示威者硬闖立會
對峙兩小時 12人被抬離 警保留檢控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

財委會昨日通過高鐵追加撥款後，一

批示威者試圖闖入立法會大樓，在公

眾席旁聽的示威者，包括社民連副主

席黃浩銘、「土地正義聯盟」成員朱

凱迪等圖衝到會議廳抗議，遭立法會

保安阻止，場面一度混亂。雙方對峙

擾攘近兩小時後，大批警員到場增援，

其後更逐一抬走在大樓內的示威者。

警員記錄示威者的資料後便讓他們離

開，但警方表明會保留檢控權利。

20162016年年33月月1212日日（（星期六星期六））A3 重 要 新 聞■責任編輯：李楊洋

示威者衝入立法會抗議時序
時間

17:10

及後

17:20

及後

19:37

約20:00

製表：文森

內容

財委會副主席陳鑑林剪布，議案獲得通過

原本在立法會外集會的人士衝入大樓，
欲走上會議廳樓層抗議被阻撓，與保安
發生衝突

立法會秘書處報警，大批警員隨即進駐
立法會

警方進入立法會後，立法會各個出入口
封閉

警方開始在立法會內清場

警方完成抬走或帶走12名示威者，無
人被捕

財委會昨日通過撥款後，一眾原本在公眾席旁聽的示威
者包括黃浩銘、朱凱迪，及社民連成員曾健成及自稱

「保育人士」的何來、周諾恆等突然發難，圖衝入會議
廳，聲稱要找財委會代主席陳鑑林對質。
其中黃浩銘一度試圖爬上扶手電梯，但被保安及警員阻
止，未能登上1樓會議廳樓層。

旁聽發難衝議會廳
雙方其後在地面通往會議廳的扶手電梯上對峙，有人則
手持大聲公叫喊，高叫「停建高鐵、反對高鐵撥款」等口
號。其間，一名示威者突破防線衝上1樓，其後被警員抬
走及獲准離開。有示威者則受傷，需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也有立法會職員感到不適需由同事攙扶下離場休息。
同一時間，20多名在立法會門外請願的示威者也試圖闖
入大樓，但被大批警員阻止。保安在各主要入口、甚至把
會議廳的門上鎖，防止示威者衝入大樓。
不過，有示威市民不滿警方封閉立法會入口，上前理

論，更有人在警方口頭勸阻下燃燒「大白象」紙牌，惟爭
執只限於口角，未有進一步激烈行動。

口頭警告隨即清場
入夜後，大批警員到場增援。數十名警員在立法會各個
出入口均嚴密戒備及加設鐵馬，約30多名警方進入立法會
大樓。晚上7時40分，立法會秘書處人員用揚聲器要求大
樓內的示威者離開，否則由警方接手處理。
事件擾攘約兩句鐘後，警員開始清場，抬走示威者前再
逐一再作口頭警告，但示威者一一拒絕。警員其後逐一抬
走示威者，其間示威者不斷叫喊口號，並無激烈衝突。約
20分鐘後，警方完成清場，12名示威者被抬離電梯帶到立
法會一間房間，警員記錄示威者的資料後便讓他們於近政
總東翼前地的出口離開，但警方表明會保留檢控權利。
晚上8時許，仍有大批示威者於立法會門外示威，但場
面未見混亂。在立法會內被抬走的示威者在門外逐一發
言，聲言會在今早九時再到立法會示威，呼籲市民一同參
與，要求推翻昨日陳鑑林的裁決，及後陸續散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拉布多時的
高鐵追加撥款終獲通過，建制派及反對派議
員會後分別見記者。民建聯議員譚耀宗支持
財委會代主席陳鑑林的做法，並批評反對派
衝擊議會、破壞秩序。反對派就稱會議程序
違反議事規則，聲言會提出司法覆核。

譚耀宗：議員行徑令人痛心
各建制派議員在會後會見傳媒，譚耀宗

表示，陳鑑林已按議事規則主持會議，且
十分小心及忍耐。在反對派議員衝出座位
期間，已多次要求他們返回座位，但他們
堅持破壞議會秩序。他對反對派議員衝擊
會議的行徑感到痛心。

林健鋒：長毛潑墨教壞細路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批評反對派「愈來

愈離譜」，特別是社民連梁國雄向陳鑑林
潑墨，令工作人員及地氈也中招，是在
「教壞細路」、破壞公物。他續指，反對

派攜帶「大聲公」進入會議廳，是不尊重
議會的莊嚴工作。

黃國健：歇斯底里如何開會
在建制派議員會見記者期間，「人民力

量」陳偉業及陳志全在旁高呼「保皇黨可
恥！表決無效！」工聯會黃國健批評反對派
議員：「進入歇斯底里、完全冇晒理性嘅狀
態，咁點開到會？」反對派「只想撩㷫我
哋，想我哋鬧交，開唔到會」。
他讚賞陳鑑林的做法冷靜及理性，又指自

己當時聽不到有任何人提出要記名表決，是
次表決符合議事規則。

葉國謙：表決結果應當尊重
民建聯議員葉國謙認為，在自由社會下，
大家應尊重表決結果，也支持立法會秘書處
容許警方進入會議廳戒備，因立法會絕對有
責任保護議員。

何秀蘭：考慮提出司法覆核
反對派會議召集人何秀蘭則稱，他們已經

盡力阻延撥款，但撥款最終亦通過，要向市
民「道歉」，又聲言身為財委會副主席的陳
鑑林沒有權力召開會議及制止議員提問，
「陳鑑林有冇權力無中生有去阻止議員提
問？」她聲稱會考慮提出司法覆核。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則稱，他們當時無可能
返回座位接受會議安排，又稱陳鑑林褫奪議
員發問權，任意違反議事規則，「打爛晒我
哋啲規矩，咁以後點做事，違反晒議事規
則，大家是完全唔應該容忍。」

建制派撐剪 譴責衝議會

■建制派眾議員在會後見記者，表示支持陳
鑑林的做法，並批評反對派衝擊議會、破壞
秩序。 劉國權 攝

■■示威者衝入立法會示威者衝入立法會，，其中其中
一人試圖爬上扶手電梯一人試圖爬上扶手電梯，，但但
被保安及警員阻止被保安及警員阻止，，場面混場面混
亂亂。。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警員在立法會出入口嚴密戒備。彭子文 攝 ■示威者在立會內叫囂，無視警告。彭子文 攝
■警員逐一抬走示威者，用時約20分鐘，警方完成清場，
12名示威者被抬離電梯。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