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搗亂阻委會選主席
藉「主持」「主席」爭拗搞流會 梁耀忠濫用機制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18個事務委員會昨日遴選正、副主

席，但有6個委員會、共5個主席和6個副主席職位，因反對派的擾攘未能

完成遴選。「街工」梁耀忠昨日主持首個會議、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時，繼

續就「主持」或「主席」之名爭拗，令該會無法遴選之餘，更拖累另一委員

會會議無法進行。及後，其他反對派議員加入「搗亂」行列，不斷提出「規

程問題」，及不斷提名議員參選主席，亂象為歷屆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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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事務委員會選舉結果
委員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

人力事務委員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

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

民政事務委員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

政制事務委員會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

衛生事務委員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工商事務委員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主席

因梁耀忠要求澄清問題及宣佈流會，未能進行選舉

自由黨張宇人

因保安事務委員會未開完會而未能使用會議室，最終流會

經民聯張華峰

民主黨黃碧雲

因反對派不斷提名，未能進行選舉

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馬逢國

因爭拗劉小麗與會資格，未能進行選舉

因反對派不斷提名，未能進行選舉

經民聯林健鋒

公民黨陳淑莊

衛生服務界李國麟

民建聯葛珮帆

社福界邵家臻

工聯會麥美娟

工聯會郭偉強

民主黨胡志偉

經民聯梁美芬

副主席

經民聯劉業強

會計界梁繼昌

民建聯劉國勳

因爭拗劉小麗與會資格，未能
進行選舉

公民黨楊岳橋

獨立何君堯

醫學界陳沛然

資訊科技界莫乃光

民主黨鄺俊宇

民主黨尹兆堅

公民黨譚文豪

自由黨邵家輝

公民黨郭榮鏗

■製表：鄭治祖

立法會於昨日早上8時半，開始首場、即保安事務委員
會的正、副主席選舉。由於最資深的民主黨涂謹申獲

提名參選主席，便改為第二資深的梁耀忠負責主持會議。
梁耀忠並無立即進行選舉，反而不斷讓反對派議員提出規
程問題，自己亦不斷向秘書處發問，要求對方解釋「主
持」及「主席」的分別，擾攘了半個多小時，令到在法定
時間內仍然未能選出正、副主席。

夥同道拉布圖搶主席位
由於緊接在9時開始需進行發展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

選舉，大批議員離開會議廳，梁耀忠初指出席會議人數不
足，宣佈流會，但仍容許部分反對派議員留在會議室內，
討論所謂規程問題。及後，梁又揚言未曾宣佈過流會，需
要翻看錄影帶，自己「賴」在主席位至9時半，令大批議
員逼在會議廳外。結果證實是梁耀忠出錯，而原定在該會
議室內召開的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亦須取消。
有消息指，於凌晨時分，有反對派議員發出短訊，於早
上7時許共商會議對策。其間梁耀忠及劉小麗建議，保安
及發展事務委員會屬重要的委員會，建議由主持保安事務
委員會會議的梁耀忠負責拉布，令兩個委員會須同一時間
在兩間會議室舉行，令建制派議員分身不暇，好讓反對派
成功突襲，贏得其中一個主席。
不過由於反對派人數不多，梁劉不知只能延遲15分

鐘，再霸着會議室亦屬非法會議，令奸計未能得逞。梁耀
忠就否認反對派「有策略」出席會議。

建制派批「報復」秘書處
梁耀忠的行為引起建制派極度不滿，紛紛抨擊梁耀忠濫

用機制。保險界陳健波更批評梁「擺秘書處上枱」，直指
「秘書處好多人都喊咁口」；獨立議員謝偉俊亦批評梁濫
用機制，指梁不應因上周三「唔舒服嘅經驗」，難為秘書
處職員；建制派「班長」廖長江建議梁應熟悉議事規則，
才坐上位主持會議。
雖然如此，但反對派仍然沒有收斂，到教育事務委員會
選主席期間，「熱血公民」鄭松泰故意提名一些未完成宣
誓的議員，最終一個主席位置提名了6個人選，令到會議
時間完結仍未開始投票，需要散會。

梁國雄「彈弓手」撤提名
下午舉行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社民連梁國雄亦不斷

提名多名議員。建制派「班長」廖長江一度表示欲代表40
名建制派議員不接受提名，但被主持選舉的涂謹申拒絕。
何君堯隨即批評梁國雄的做法是惡意及不檢點，要求趕
他離場。長毛及後突然提名自己做主席，民建聯劉國勳和
議之際，長毛又聲稱「不接受自己提名」及「撤回提
名」，行為兒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昨日裁定劉小麗宣誓無效，但劉小麗收到
有關通知後，稱自己「未看信件內容」，仍出
席昨日立法會不同事務委員會會議並投票。民
主黨涂謹申一度在主持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時
「放生」劉小麗，容許她繼續與會並投票，其後
才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覆核自己看法」，
裁定劉小麗等人不能進入會議室、不能投票。
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在昨日上午11時30分舉
行。劉小麗在會上提及，在出席會議前已收到
通知她宣誓無效的信件，但稱自己「未看信件
內容」，並繼續留在會議室及參與投票，被當
選該委員會主席的馬逢國要求她離開會議廳。
在12時舉行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主持

會議的涂謹申就聲言，立法會主席對劉小麗宣
誓的裁決要在大會作出才生效，稱劉小麗仍可
留在會議廳，參與投票。
多名建制派議員質疑涂謹申有關決定，秘書

處亦指未完成宣誓議員不可出席會議，涂謹申
最終只得暫停會議覆檢自己決定，會議最終不
能進行選舉。

涂謹申圖「放生」受質疑
至12時30分舉行的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同

樣負責主持會議的涂謹申則改口，稱覆核了自
己在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看法，認同立法會
主席的裁決即時生效，並裁定劉小麗等人不能
進入會議室、不能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反對派議員除了在立法會內
上演「小學雞」鬧劇，也有人到外國告洋狀「丟架」。立法
會新界西議員朱凱廸日前遠赴英國，稱要「調查」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已澄清的英籍問題，最終只能「食白果」。朱凱廸
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承認，英國政府「唔係好理我哋」，而
英國內政部亦表示不評論事件。「丟架」行為連反對派中人
亦看不過眼，直言︰「有乜嘢×得過摸門釘？咪就係搭飛機
去摸門釘囉！」

「跑咁遠證梁君彥文件堅」
梁君彥早前已出示官方文件證明已放棄英籍，事件在香港

「炒不起」，朱凱廸竟遠赴英國，聲言「希望把問題帶到英
國政圈討論」。不過，英國政府並無配合炒作。朱凱廸亦
稱，若英國昨日仍無確認有任何會面，會先返港出席今日的

大會。
有關行為引起反對派中人的冷嘲熱諷，其中「熱血公民」

成員李政熙就直言︰「有乜嘢×得過摸門釘？咪就係搭飛機
去摸門釘囉！」網民「Arthur K. H. Lee」亦說︰「朱議員
跑咁遠去證明梁君彥嘅文件係真嘅……朱議員越（愈）來越
（愈）似兼職『西環B隊』，正職地產黨臥底。」
「法政匯思」任建峰日前亦撰文說，不覺得朱凱廸赴英
「調查」的行為「有什麼值得讚」。他直言，在梁君彥拿出
證明他在9月30日已成功放棄英籍的證明文件，問題已不存
在，對於所謂的「質疑」，他亦說︰「難道我們去吵（炒）
起一些『掘頭路』爭拗，去做一些gimmick（花招），就算
是叫做『試過』、叫做『做嘢』？」他又說，議員這種「只
求聰明與刺激、不求智慧與實在」的做法，只會令公眾質疑
其可信性。

劉小麗宣誓無效偷雞投票 朱凱廸赴英摸門釘 同道都笑

■梁耀忠在委員會會議上拉布，令兩個
委員會會議須同一時間在兩間會議室舉
行，企圖搶奪其中一個主席職位。

劉國權 攝

■大批議員逼在會議廳外。 劉國權 攝
■梁耀忠指出席會議人數不足，宣佈流會，但仍容許部分反對派議員留在
會議室內，討論所謂規程問題。 劉國權 攝

政府的橫洲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由1.7萬
個單位發展目標變為分期發展，先落實第
一期4000個單位，引起外界一些質疑。為
了釐清事實，繼政府上月中公佈16份可行
性研究報告的目錄之後，房屋署昨日下午
進一步公開報告內容，清晰交代了政府在
綜合聽取地區人士意見及顧問意見之後，
考慮到棕地上的大量經濟活動，開發需要
作多方面的配套，作出分階段發展的決
定，這應是更具效率的合理做法。與此同
時，當局亦應該充分重視社會要求興建更
多公營房屋的聲音，盡快開展橫洲項目的
發展工作，包括盡快為棕地處理建立可行
規則，為推進第2、3期項目的各項工作打
好基礎，為長遠的土地開發掃除障礙。

報告內容顯示，當局在摸底前已經考慮
過分階段發展。在摸底階段，既參考地區
人士的意見，亦考慮到顧問研究報告提出
的實質困難。發展第2、3期項目，需要解
決交通、排水及興建變電站等一系列問
題，亦包括魚、蝦、龜的生態評估。而涉
及的棕地有大量經濟活動，有停車場、貨
櫃場和工業邨，在開發前必須另外做地下
污染評估、土地淨化等工作。這些都令到
2、3期的發展工作繁複。政府在綜合各方
意見後，決定「先易後難」先發展第 1
期，其目的是提高效率，讓市民更快享受
建屋的成果，合理性和必要性是比較充分
的。

較早前，部分反對派、激進派政客在毫

無事實根據的情況下，抹黑當局的橫洲發
展計劃是「政府向惡勢力跪低」，是「官
商鄉黑」勾結等等。現在政府公佈更詳盡
的報告內容，以清楚明白的事實真相回擊
無端指責，反對派在事實面前，應該停止
各種泛政治化的糾纏，不可借公屋發展項
目作為打擊政府管治威信、謀取個人政治
利益的手段。

針對橫洲項目的發展計劃，特首梁振英
多次強調，現時的工作目標仍然是1.7萬個
公屋單位，4000個只是第一期。事實上，
本屆政府矢志增加房屋供應，並已見到初
步成效，現已物色多達 150 幅具建屋發展
潛力的用地，足可提供6.6萬個住宅單位，
其中逾半是公營房屋單位。新界土地發展
多涉及棕地問題，政府應該借橫洲項目充
分的公眾參與度，迎難而上，為開發棕地
建立一個切實可行的規則，為今後其它土
地的發展打下基礎。

橫洲事件的紛爭從側面凸顯了政府覓地
建屋之難，面對各持份者的重重阻力，實
在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另一方面，本
港樓價高居不下，公屋輪候冊的隊伍越來
越長，公營房屋建設的進度刻不容緩。缺
地、高樓價，與全港市民的福祉息息相
關，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當前需要做
的，是社會各界凝聚共識，體諒政府的難
處，支持政府全力增加土地房屋供應，讓
開發土地的過程可以更順利更高效，才能
從根本上紓解市民安居置業之困。

分期拓展橫洲合理 解民困需加大力度
特首及律政司昨日入稟高等法院，阻止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容許梁頌恆、游蕙禎今天再次宣誓，並申
請臨時禁制令。法官批出司法覆核許可，但拒絕批
出臨時禁制令。特首是特區之首，有全面責任和權
力維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昨日率律政司出手
阻止辱國辱族、挑戰憲制和法治的游梁二人進入立
法會，既是盡忠職守，依法維護憲制和制度公義，
也是順應民意，值得港人讚賞和支持。法庭昨日已
接受司法覆核，立法會主席應以尊重法治精神為
本，今天不應讓游梁二人重新宣誓，等候法庭判
決。這是香港主流民意的呼聲。

游梁二人在宣誓時宣揚「港獨」，辱國辱族，表
明他們不擁護基本法，蔑視國家和香港，昨日他們
仍揚言「要捍衛香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說明他
們死心塌地抗拒「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執迷不悟
走「港獨」之路。游梁二人宣誓時的言行，明顯違
反《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以及基本法第104
條，若果容許兩人再宣誓，等同向公眾和世界傳遞
極之錯誤的信息，即使不擁護基本法亦可擔任立法
會議員。而且按照現行法律，候任議員只有一次就
職宣誓機會，游梁兩人若獲安排重新宣誓，既不符
合法律，也不符合慣例。

昨日法官指，案件的唯一爭議是，游梁兩人有否
按法例規定的方式宣誓，而令兩人的議員資格被取
消，令主席梁君彥無權再為他們監誓。因此批准律
政司提出的司法覆核。既然存有法律爭議，立法會
主席是否有權再監誓亦未清楚，根據尊重法治的原
則，立法會主席應停止二人重新宣誓的安排，等候
法庭正式判決才作決定。因為一旦在法庭裁決前讓
二人宣誓並獲通過，將會令他們獲得參與審議法

案、投票、發言權利，影響非常大，社會會對此感
到混淆。

對於特首及律政司申請司法覆核，游梁二人心生
不忿，攻擊政府以行政干預立法，破壞「三權分
立」原則；反對派議員更指責政府「公然向立法會
主席施壓，干預法庭聆訊，破壞香港法治」。這完
全是強詞奪理，刻意誤導。香港的政制從來無實行
「三權分立」，而是行政主導。根據基本法的規
定，行政長官具有雙重身份，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的首長，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同時對
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長官的
權力不僅僅限於領導特區政府，「雙首長」身份和
「雙負責制」使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
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別行政
區權力運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
政區三權之上起着聯結樞紐作用。立法會的開會日
期和休會日期都是由行政長官決定的，香港怎麼說
也不是「三權分立」。

律政司有責任、有權力維護法治和公眾利益，可
申請司法覆核，以強制執行公法方面的權利，也有
權介入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案件。拒絕「港獨」分
子進入立法會是大是大非問題，是行政長官和律政
司必須負起的憲制責任，絕對不是「行政干預立
法」，而是依法維護制度公義、捍衛法治，盡力防
止「港獨」分子堂而皇之進入立法會，將立法會變
成辱國「播獨」的平台。游梁二人辱國「播獨」，
激起全球華人公憤，本港各界義憤填膺，強烈要求
將兩人踢出立法會。律政司以司法覆核阻止兩人混
入立法會，合法合情、有理有據、順應民意，定獲
社會各界一致支持。

政府出手護法抵讚 押後處理游梁重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