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立法會議員劉小
麗「龜速」讀誓詞，事後更在facebook上稱自己
的宣誓「毫無連貫性及意義可言」；「香港眾
志」主席羅冠聰則讀出「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
國？」兩人的過火舉動引起各界質疑，38名建制
派議員昨日更聯署去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要求
他裁定及宣告劉小麗及羅冠聰的立法會宣誓違
法，須重新宣誓。
38名議員包括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新民

黨、自由黨及其他建制派的議員，他們支持陳維
安表示無權為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姚
松炎、「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監誓的做
法，並指出，劉小麗將誓詞拖慢讀至沒有意思，
及羅冠聰「變調」讀誓詞，認為兩人非誠懇宣
誓，有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及
香港基本法的實質意義。
因此，他們要求梁君彥裁定及宣告兩人的宣誓

違反有關法律，要求他們重新宣誓。
另外，工聯會亦去信梁君彥，追究劉小麗宣讀

誓詞的問題，並指出，她並無在宣誓的列印本上
簽署，認為劉小麗在言辭上或文本上都不可視為
有效的宣誓。

劉小麗羅冠聰玩嘢
建制派聯署促重誓

中聯辦：辱國辱族 絕不容忍
嚴責宣「獨」違法言行 批游梁嚴重傷害中國人感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青年新政」游蕙禎

和梁頌恆在宣誓時公然以「支那」辱國，並展示「香

港不是中國」的宣「獨」旗幟，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

反感。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負

責人昨日接受新華社訪問時亦指出，個別候任議員在

宣誓時公然展示有關標語，宣揚「港獨」主張，已嚴

重違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有關法律。對於他們

在宣誓中刻意使用侮辱國家、民族的言辭，挑戰國家

尊嚴，嚴重傷害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和海

外華人的感情，中聯辦表示強烈憤慨和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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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新民黨昨日發譴責聲
明，批評「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恆在立法會宣誓
就任時，在誓詞中加入粗言穢語及侮辱國家的字眼，
踐踏國家，不能接受。該黨冀大眾明白，立法會議員
宣誓為莊嚴肅穆的場合，議員的行為及言論受到社會
大眾監察，而兩人的行為及言論不符社會的普遍期
望，要求兩人向公眾道歉及收回言論。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也在facebook上發帖表

示，侮辱自己的國家及鼓吹「港獨」言論，非常令人
反感，應受譴責。
她表示，相信他們習慣「街頭抗爭文化」，對於進

入議會需要「適應期」，希望新任主席在議會開始時
就嚴格執行議事規則，豎立清晰的規矩、好的規範，
讓他們知道入到議會要遵守議會規則和文化。

新民黨促道歉及收回言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婦女聯盟昨日發
出譴責信，批評「青年新政」游蕙禎和梁頌恆以「支
那」及英文粗口去侮辱國家及國人，要求他們「公開
道歉並滾出立法會」。新界青年聯會亦發出聲明，強
烈譴責游蕙禎梁頌恆侮辱包括港人在內的全球華人，
嚴重損害了立法會尊嚴，嚴重破壞了香港及香港年輕
人的形象，要求兩人立刻收回言論，並向全球華人包
括全體香港人道歉。

婦聯斥毫無政治道德底線
婦女聯盟狠批游蕙禎和梁頌恆毫無政治道德底線、
絲毫不尊重自己國家、不尊重自己居住地區的人，沒
有資格代民議事及在莊嚴的立法會任職，要求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履行香港基本法賦予的職責，不需給他們
第三次宣誓機會，並要求立法會通過解除兩人立法會
議員職務。
婦女聯盟又指，根據香港法例第十一章《宣誓及聲
明條例》訂明，若任何人獲邀按該法例作出某項誓
言，但又拒絕或忽略作出，則已就任者「必須離
任」；未就任者則「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婦女聯
盟要求梁君彥不需給他們第三次宣誓機會，並要求立
法會通過解除兩人立法會議員職務，「兩人立即滾出
立法會！」

新青聯：「兩邪」不守法 點服務港人
新界青年聯會日前亦發出聲明，對於游蕙禎和梁頌

恆侮辱包括港人在內的全球華人，嚴重損害了立法會
尊嚴，嚴重破壞了香港及香港年輕人的形象，予以強
烈譴責，並要求兩人立刻收回言論，及向全球華人包
括全體香港人道歉。
聲明還指出，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

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
聲明說：這兩人的言行根本無法滿足相關法定要

求，又怎能讓人信服他們能恪守香港的法治精神，認
真履行立法會職責，盡心盡力為香港人服務呢？「我
們也促請立法會主席在未來為兩人監誓時，嚴格依照
相關法律規定，不能讓他們蒙混過關。」

婦聯批辱國滾出立會
新青聯難信「兩邪」守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青年新政」游蕙
禎及梁頌恆日前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上，公然播
「獨」，更故意把「China（中國）」讀成具侮辱性
的「支那」，引發全城憤怒。教聯會及香港校董學會
昨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兩人在香港立法會莊嚴殿堂
之上作出如此行徑，是對全體中國人的公然冒犯和侮
辱，要求他們收回言論，以免莊嚴的議事堂淪為極端
分子散播仇恨的基地，遺害下一代。校董學會亦呼籲
政府應將涉事人依法嚴懲。教協則未有發表聲明回應
事件。

教聯會直斥游蕙禎梁頌恆：「竟敢冒天下之大不
韙，何其猖獗！」「三幾個小丑政棍以所謂『青年新
政』惑亂人心，口出狂言，根本是喪失了人類文明底
線。」該會強調，會一直堅守教育最前線，絕不容忍
此等狂言惡行泛濫香港，荼毒莘莘學子。

校董學會促懲處辱國敗類
校董學會的聲明則提到，涉事候任議員「玩嘢」的
目的旨在吸引更多眼球與激賞，顯示出其「能耐」足
以讓政府對其無可奈何，但他們的舉動對社會造成嚴

重破壞，亦可見其人格低下、無知，及誤將愚蠢作為
聰明。
該會擔心有關行徑將令部分學生以此為模範，影響
他們的品格，日後破壞社會安寧，促請政府及社會拿
出「道德勇氣」，對這些侮辱國家社會的敗類，根據
法例作追究及懲處。
校董學會又指，社會應以此作警惕，在歷史及品德
教育等領域向學生加強教育，並提醒「作為選民，也
應予以嚴肅反思，在日後的選舉能有更全面、更成熟
及理性的思考」。

教聯會：絕不容小丑荼毒學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由黨昨日發表聲

明，不滿「青年新政」游蕙禎和梁頌恆在宣誓時故意
用侮辱性詞語冒犯國家，該兩名議員藐視宣誓，有損
立法會尊嚴，其言詞和舉動亦帶有冒犯及傷害中國人
感情的含意，對此提出譴責。自由黨並批評兩人言行
不一，「根本藐視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這崗位」，其
宣誓擁護的政見，也和香港基本法的要求有根本牴
觸。自由黨要求兩人撤回言論，並就其言行由衷致
歉，「若依然言行有異、拒不改過，便須取消就任資
格」。

自由黨：拒不改過 取消就任

■梁頌恆（左圖）、游蕙禎（右圖）新一屆立法會宣誓時，「加料」辱國辱族，
引起全社會公憤。 資料圖片

自立法會莊嚴的宣誓儀式，變成反對派議員上演
「政治 show」的場地，游蕙禎甚至將「Peo-

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讀成
「People's Re-fu×king of 支那」，社會各界已表達了
強烈不滿，不同政黨、團體和組織都發表聲明嚴辭
譴責。
特區政府前日亦發表聲明指有關做法有損立法會議
員應有的尊嚴，言詞和行為甚至有冒犯成分，傷害國
人感情，並予以譴責。昨日更有香港的抗日老兵到立

法會抗議示威，表達當年受辱於日本人、今日受辱於
年輕議員的不滿。
對於游蕙禎和梁頌恆在宣誓時展示「香港不是中

國」的宣「獨」布條，中聯辦負責人昨日接受新華社
訪問時亦指出，有關行為已嚴重違反國家憲法、香港
基本法和有關法律。
至於游蕙禎、梁頌恆兩人在宣誓中刻意使用侮辱國
家、民族的言辭，挑戰國家尊嚴，嚴重傷害包括香港
市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和海外華人的感情，中聯辦表

示強烈憤慨和譴責。

斥卑劣言行激起社會公憤
該負責人又表示，注意到個別候任議員的卑劣言行

已經激起社會公憤，香港各界人士通過發表聲明、示
威抗議、網上聯署等多種方式表達了強烈不滿。負責
人指出，這清楚表明香港社會不容許極少數人肆意踐
踏法治，鼓吹「港獨」言論，危害國家安全，損害香
港的繁榮穩定。

經過連續54個月的下跌，9月份的全國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增長
0.1%，是自2012年3月份以來首次由負轉
正。PPI反映整個工業行業的生存環境，這
個數據回穩，是一個令人寬心的信號，反
映中央一系列政策開始見到成效，但一個
僅僅0.1個百分點漲幅的單月數字，能否持
續回升還有待觀察。畢竟內地近年實體經
濟放緩，大量資金湧入樓市導致資金錯
配，新增貸款並不能有效進入實體經濟，
這些積壓已久的問題非一朝一日可解決。
如何順利實現經濟的升級轉型，在經濟增
長動力轉換、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提
升競爭力，還需要付出長期不懈的努力。

PPI 是反映工業品出廠價格，量度產能
過剩造成通貨緊縮的影響。這次PPI負轉
正，主要受益於煤炭、金屬等大宗商品價
格回升，工業品在財政擴張下需求回穩，
人民幣匯率稍微貶值，以及去年的低基數
效應。整體而言，PPI 轉正一定程度上代
表國家一系列穩增長、去產能、去庫存的
政策見到初步效果，是一個令人稍微寬心
的信號，而上月鐵路貨運量、發電量等數
據亦有所回暖，亦是支撐信心的基本面數
據。過去幾年，內地工業企業一直在艱難
生存，工業物價重返升途，將有助工業企
業減少債務規模、減輕企業負擔。

必須指出的是，宏觀來看，中國經濟仍

然存在相當程度的不平衡，國內工業行業
的供需矛盾是一個長期累積下來的問題，
整體經濟處於轉型期，經濟放緩壓力仍
大。從長遠來看，中國經濟正處於多種轉
型過程當中，包括由出口向內需的轉型、
由代產向品牌的轉型、由製造向智造的轉
型等等，一系列升級換代的過程都不能在
一兩年短時間內實現。而在這個過程中，
還需要保持經濟總體的穩定及全社會就業
的增加，實在是一項艱難的挑戰。

從近期來看，內地房地產市場從去年起
急遽飆升，到今年下半年已經引起中央和
地方政府的憂慮。就在國慶黃金周短短幾
日內，21 個城市公佈各自的樓市調控政
策，而這一波調控潮還在蔓延，不少城市
的房地產交投急遽降溫。房地產的降溫肯
定對固定投資帶來負面影響，進而影響到
鋼鐵、水泥等眾多關連行業，對整個工業
需求影響巨大，為經濟增添壓力。在這一
波樓市調控下，剛剛有起色的PPI能否持
續「轉正」，是有待進一步觀察的。尤其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此龐大
的體積，經濟結構調整難以一蹴而就，很
可能會在經濟穩中趨緩的「L形」走勢下
持續多年，不可單憑一個單月數據就確認
經濟轉勢，必須持續觀察第四季以至來年
的經濟情況，才能看出宏觀經濟能否持續
企穩。 （相關新聞刊A18版）

中國經濟轉型尚需長期不懈努力
游蕙禎、梁頌恆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時公然辱

國，鼓吹「港獨」，引發公憤。連日來社會各界譴責
之聲不絕，特首梁振英昨日指出，有關行為令好多香
港人憤怒及失望。游蕙禎、梁頌恆在莊嚴的立法會就
職宣誓儀式，使用日寇污衊中國的字眼侮辱國家和民
族，侮辱港人，言行可恥，傷害中國人的感情和民族
自尊心，惹眾憎、犯眾怒，本港主流民意強烈聲討，
清晰反映本港社會明辨是非、黑白分明，絕不容數典
忘祖、鼓吹「港獨」之徒為非作歹。香港社會的主流
民意很清晰，就是殷切期盼依法嚴正處理搞事的政
棍，依法褫奪其議員資格。

游梁二人處心積慮，為凸顯「港獨」立場，討好少
數激進支持者，竟然在中國的國土上、在香港立法會
議員就職的宣誓儀式上，使用日本法西斯辱華的字眼
冒犯國家，侮辱中華民族，對包括香港人在內的所有
中國人作出挑釁性言行，違背主流民意，挑戰中國人
的國家、民族價值觀，激起全城公憤，受到各界抨
擊。特首、特區政府先後批評、譴責有關辱華言論有
冒犯成分，傷害國人感情；建制派政黨政團亦發表聲
明強烈譴責游梁二人的辱華言論；有資深政界人士直
斥，部分議員宣誓時的表現令人感到「丟架」；有市
民發起聯署，譴責游蕙禎宣誓作出辱華言論、要求她
公開道歉及收回言論，以及要求立法會解除游的職
務，一日內已有近3萬人簽署；一眾曾在抗日戰爭出
生入死保家衛國的香港老戰士聯同各界代表向立法會
議員提交請願信，強烈譴責有人以侮辱中國人字眼宣
誓，要求立法會秘書處嚴格監誓，不容修改誓詞。

議員就職宣誓是根據基本法和相關法律規定而設，

是一項莊嚴神聖的儀式，體現議員服務香港的承擔，
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最起碼、最基本的政治要
求。游梁二人在宣誓儀式上公然辱國播「獨」，作出
違憲違法、泯滅良知的言行，連最基本的做人道德和
禮儀都沒有，不僅令香港市民失望，更令全體中國人
反感和憤怒，實在是國家民族之恥，這樣的人，有何
資格擔任中國香港特區的立法會議員？

更令人激憤的是，即使辱國播「獨」言行激起群情
激憤，但游梁二人毫無悔意，更厚顏無恥地狡辯，誓
詞中的辱華字眼、粗言穢語只是口音問題，並無侮辱
成分。本港傳媒有聲音有圖像、白紙黑字清楚記錄二
人的言行，全港眾口一辭對二人作出譴責，難道傳
媒、公眾都聽錯看錯了嗎，都誤解了嗎？游梁二人冒
犯國家民族在先、抵賴推搪在後，如此不忠不義、敢
做不敢認的人，有資格當立法會議員嗎？

此二人根本敵視國家、有心反中亂港，給多少次宣
誓機會，他們也不會良心發現，改邪歸正，即使他們
就辱華言行作出道歉、按照法定誓詞重新宣誓，也絕
非真心誠意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只是暫時收
斂「港獨」嘴臉，以圖再次蒙混過關，待成為立法會
議員之後，定會利用議員身份的便利和立法會的平台
興風作浪，把香港鬧得天翻地覆，永無寧日。

游梁二人已經明顯違反參選承諾，違反了作為立法
會議員必須依法作出的宣誓，在法律上已經失去了成
為議員的資格。特區政府、立法會都必須認真研究，
依法褫奪其議員資格，堅決阻止「港獨」分子借議會
製造政爭，禍港殃民。

辱國言論激怒民眾 游梁無資格做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