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惜」促踢「四獨」出議會
宣誓豈能Take Two 斥「小麗」「蟲泰」游梁假誓辱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恆辱華

事件惹起公憤，民間互聯網組織「珍惜群組」十多名成員昨日早上

到立法會外請願，直斥游蕙禎、梁頌恆、劉小麗及鄭松泰（蟲泰）

四人是辱國辱華「港獨」分子，公然發假誓，無資格當立法會議

員。他們又對四人的禍港言行極表憤怒，強烈要求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及議員們將四人踢出立法會。召集人李璧而說：「讓劉小麗再次

宣誓，等於要她再發一次假誓。立法會宣誓那麼莊嚴的場合豈能有

Take Two（第二次）咁兒戲！」

20162016年年1111月月33日日（（星期四星期四））A6 重 要 新 聞■責任編輯：袁偉榮

昨晨8時許，「珍惜群組」成員紛紛趕至立
法會示威區，掛起兩個表達訴求的橫

額：「禠奪辱華游蕙禎資格、禠奪『港獨』劉
小麗、鄭松泰資格」、「梁主席，請勿漠視國
家，人民，法律！請勿維護游梁辱國、劉鄭
『港獨』敗類！」示威者不時高喊口號：「宣
誓無 Take Two！ 」 「反辱華！反『港
獨』！」「還我香港法治！」「強烈反對再為
劉小麗監誓！」及「辱國辱華，不能留低！」
等口號。

梁美芬：不讓議會搞「港獨」
立法會職員代表梁君彥接受請願信，經民聯
議員梁美芬進入立法會時亦接過請願信。梁美
芬說：「感謝市民對法治尊嚴的支持。香港是
中國的一部分，沒有任何所謂『民族自決』的
空間。我們要一齊堅守『一國兩制』，堅決將
『港獨』驅逐出立法會！」
她續說，現時最危險的是一些議員，不用

「港獨」字眼，卻利用議員特權為所欲為，推
動分裂國家的政治目標。

梁美芬承諾，若立法會上有這樣的違法言
行，必定嚴正抗議，堅決不容許該些人將立法
會變為「港獨」平台，並懇請市民監督議會監
督議員，一起維護香港法治。

李璧而：辱國旗區旗應廢議席
李璧而批評，梁、游、劉、鄭四人根本不會

遵守誓言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又豈會遵守基本法？給劉小麗再次宣誓
的機會，豈不是給她機會再發一次假誓？她又
指出，鄭松泰於上月12日立法會會議期間，兩
度將建制派議員枱面上的中國國旗與香港區旗
倒插，已觸犯《國旗及國徽條例》、《區旗及
區徽條例》，理應褫奪他的議員資格。
她狠批四人想憑發假誓混入立法會，只為破

壞立法會運作、推動禍港的「港獨」主張，根
本就沒有誠心做理應幫助香港發展的立法會議
員。她說：「香港我們都有份，我們的子女都
有份！若這四人留在立法會，只會危害香港發
展，教壞年輕人！我們強烈要求將四人踢出立
法會！」

「珍惜群組」召集人李璧而認為，回歸後立
法會權力急速膨脹，在比例代表制下，連游蕙
禎這種粗口穢言的人都能選上，令香港烏煙瘴
氣。網名「教授」的群組成員認為，香港最重
要的核心價值是高度法治，以法律維護社會公

義，但自違法「佔中」以來，執法嚴謹程度出現缺失，「破
窗效應」引致法治的缺失度亦逐漸增加。

「教授」指出，梁、游、劉、鄭等人是「佔中」催生的反

社會、反法治的政治「怪胎」，他們引發的系列事件，是法
治缺失擴大形成的一個「小高潮」。4人想「混」進立法會，
並不是想做議員，而是要竭力阻撓議會正常運作，以達其反
社會、推翻現有政權的目的，「諷刺的是，市民還要為這些
議員支付每人每月數十萬元的議員薪酬和津貼，『資助』他
們擴大香港法治的『缺失度』，損害全體市民利益。他們口
稱『民主自由』，但其行動和宗旨卻與民主自由南轅北
轍！」 ■記者 殷翔

「教授」：「佔」損法治「破窗」禍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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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小麗老母」嘅劉
小麗，喺選舉尾聲為咗挽
救選情，開出一大張「捐
一半人工」嘅期票，聲稱
會開一個「家務義工隊」

幫助老人家，同埋會公佈賬目。雖然佢上個
月仲未正式就任成為議員，但根據立法會秘
書處做法，佢上個月9萬幾蚊人工應該袋袋
平安，仲應該喺前日入落佢戶口。唔少人開
始對佢「溫馨提示」，叫佢即刻找數，尤以
一直狙擊佢嘅「無敵神駒」仇思達最落力，
差唔多每個post（帖文）都提起佢，連已經
榮休嘅民建聯前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根叔）
都忍唔住問：「你（小麗）好等錢使咩？」
不過，劉小麗又有個名叫「小麗老千」，不但扮係「全民退
保」學者方案嘅「倡議人」，又拖網媒職員人工成年咁長，
睇嚟老人家對佢嘅期望隨時凍過水！

仇思達追數 樹根都「跟機」
踏正11月1日，仇思達已經急不及待喺facebook「提醒」

劉小麗要「毋忘初衷」：「劉小麗，出糧了。請問你幾時兌
現選舉承諾，捐出一半人工？」有網民就走去「小麗民主教
室」facebook專頁踩場，叫佢快啲捐人工。就連臨老學識玩
facebook嘅根叔，都喺仇思達個post度留言，質疑劉小麗
「你好等錢使咩！」眼見根叔大駕光臨，仇思達自然打蛇隨

棍上，前日傍晚再出post話：「等足大半
日都無消息，連根叔都睇唔過眼，劉小麗
好快啲公布（佈）捐人工詳情。」

雖然建制派覺得於理不合，但劉小麗尋日
仍然可以重新宣誓，背住唔少人個背脊，以
30秒讀出上次讀咗十幾分鐘嘅誓詞，趕得切
喺「青症雙邪」游蕙禎同梁頌恆衝入會議廳
之前完成。仇思達再提多次：「劉小麗，你
今日宣誓嘅語速快過上次幾十倍，睇得出你
好恨保住個位同份糧。嗱，班老人家就等咗
你好耐嘞，你講過要捐一半畀長者受惠㗎
嘛，錢呢？」「熱狗」KOL（輿論領袖）之
一陳到亦都加把口：「小麗成功達陣，追佢
老味捐一半糧！」

拖糧拖成年 走數有前科
劉小麗點解叫「小麗老千」？因為佢真係一個老千！選舉

期間，明明自己唔係「2064 全民養老金方案」嘅「倡議
人」，又話自己係；之後為咗得到「大班」鄭經翰支持，改
為提出「免供款退保」，立場一時一樣。明明自己只係喺理
大屬下嘅香港專上學院（HKCC）教書，當選之後不停約傳
媒喺理大校園訪問，當自己係「正印」。最嚴重嘅係，佢之
前學人搞網媒，最後放手唔理，仲爭一個職員人工成年咁
耐，選舉期間仲派競選團隊見嗰位苦主，諗住小事化無！

■記者 陳庭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直聲稱
要「本土自決」的九龍西立法會議員劉小
麗，於上月12日首天大會宣誓時緩慢讀出
誓詞，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其後裁定她「並
非嚴肅看待誓詞，而且無意受誓言約
束」，須於昨日重新宣誓。在昨日的宣誓
過程中，多名建制派議員提出規程問題，
希望阻止劉再宣誓，最後更背向主席台抗
議。

fb曾稱無意受誓言約束
劉小麗此前「慢速宣誓」，更在 face-

book發帖稱自己之所以慢速讀誓詞，是要
令「誓詞變成 90 多句毫無連貫性的句
子，……這樣，一切意義就純是觀眾自行
分句，主觀判斷造成的憶（臆）測而
已」，表明了她不想傳達誓言的意義。
昨日，大會開始時，劉小麗走向立法會

主席台前位置準備宣誓時，新界西議員何
君堯即提出規程問題，但不被主席採納。

建制派議員隨即背向主席台，抗議劉小麗
再次宣誓，其他反對派議員則拍枱支持。
其間，劉小麗並無理會，更以快過正常的
速度、不到1分鐘就完成宣讀誓詞。
部分建制派議員更為此而離場抗議。民

建聯議員葛珮帆、蔣麗芸，經民聯議員梁
美芬與何君堯都在會議廳外表示，對主席
梁君彥容許劉小麗再次宣誓表示不滿。他
們批評，劉小麗已在社交網絡上表明自己
無宣誓的意願，反映她並非誠意宣誓，已
違反了宣誓條例，理應不獲再宣誓的機
會。

非誠意宣誓已違宣誓例
梁美芬特別指出，憑劉小麗宣誓前後的

態度及言行，足令其宣誓無效，理應取消
她的議員資格。葛珮帆則表示，劉小麗曾
經白紙黑字在其facebook上，講明宣誓的
內容都只不過是虛偽的行禮如儀，故有理
由相信劉小麗在上次宣誓已違反了宣誓條
例，主席應拒絕讓其重誓，可惜今次無法
阻止，只能離席表達抗議。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建制派議員對

梁君彥的裁決有「強烈意見」，是因為劉
小麗在首次宣誓時已不尊重宣誓場合，更
在社交媒體表明無心宣誓，令人質疑是否
真心效忠國家及香港特區。同時已經有市
民入稟挑戰劉小麗議員資格，不應讓她再
次宣誓。

「小麗老千」糧已出 承諾捐半未找數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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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以漫畫揶揄劉網民以漫畫揶揄劉
小麗走數小麗走數。。 fbfb圖片圖片

■建制派議員在劉小麗宣誓時背向主席
台，以示不滿。 劉國權 攝

■■「「珍惜群組珍惜群組」」十多名成員昨早到立十多名成員昨早到立
法會外請願法會外請願，，直斥游蕙禎直斥游蕙禎、、梁頌恆梁頌恆、、
劉小麗及鄭松泰是辱國辱華劉小麗及鄭松泰是辱國辱華「「港獨港獨」」
分子分子，，無資格當立法會議員無資格當立法會議員。。 殷翔殷翔 攝攝

時下正值大閘蟹最肥美的季節，食物
安全中心前晚突然公佈，有大閘蟹樣本
二噁英水平超標，且相關進口商涉及本
港 7 至 8 成進口量，讓一眾蟹迷心驚膽
戰。食環署要求本港15間進口商停售，
卻有商戶表明不會停售。令人吃驚的
是，對於這些拒不停售的商家，食環署
竟沒有明確回應如何處理，只是勸喻大
家不要進食。食物安全無小事，應該以
寧枉毋縱的態度應對。一方面，商家不
可貪圖短期的商業利益冒險出售，罔顧
消費者安全，最終只會賠上自身的聲
譽；另一方面，食環署應該展現嚴厲執
行禁售的態度和能力，確保廣大消費者
對本港食物安全的信心。

從本次大閘蟹安全事件的處理上看，
本港有關部門顯得行動遲緩、執行不
力。有問題的大閘蟹樣本是9月下旬抽
取的，但食安中心直到11月1日才公佈
超標的結果，超過1個月的時間，該批
次的大閘蟹恐怕早已被食客們消化多
時。在公佈檢測結果時，只是提供兩間
進口商的名稱，而對樣本來自哪個養殖
場等來源信息卻欠奉，以至於被一些商
家鑽空子，說他們只是找問題進口商代
為報關，而並非來自同一個養殖場。相
比較而言，內地有關部門就顯得雷厲風
行，處理問題乾脆利落。食安中心公佈
結果不到24小時，江蘇有關部門已經派
員赴蘇州的養殖場調查，涉事的養殖場
全部大閘蟹已經被禁止進入市場，並且

馬上抽取了大閘蟹樣本送北京權威機構
檢測，預計一兩天內就能出報告。江蘇
檢驗檢疫局立即採取兩項措施，包括暫
停涉事企業的出口報檢和展開聯合調
查。

當局在處理食物安全問題的時候被批
評反應遲緩，過去亦時有發生。前年發
生台灣問題豬油事件的時候，食環署對
問題食品資料就要依賴台灣通報，以致
事發個多星期後才發禁令，對堵截問題
食品流入市場、維護市民健康相當不
利。其實相關問題接連被人詬病，當局
起碼可以從兩個方面手改善：一是加
快抽樣檢驗的頻次和效率；二是加強運
用現代科技進行高效追蹤。

執行的力度是又一個重要問題。維護
食物安全，絕不容放軟手腳。根據《公
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54條，在港出售
不適合供人食用的食物，最高可罰款 5
萬元及監禁6個月。對於那些拒不停售
的商家，食環署必須嚴正執法，主動將
問題食品封存並加強懲罰、以儆效尤，
若放任商家懶理禁令，定必損害當局的
權威，更損害廣大市民對食品安全的信
心。在此也奉勸各位商家，在賺錢旺季
不幸遇上禁令，損失嚴重、老闆心痛，
可以理解。但如果相關問題處理得當，
損失可能只是這一年；而如果頂風銷
售，失去的可能是苦心經營多年的聲
譽。孰輕孰重，不難判也。

（相關新聞刊A9版）

高效檢驗嚴正執法 維護食安信心
「青年新政」的游蕙禎、梁頌恆昨日硬闖立法會，

導致多名立法會保安受傷，主席梁君彥不得不報警求
助。宣誓風波變本加厲，立法會幾乎癱瘓，更加凸顯
人大釋法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唯有人大釋法，才能
一錘定音，迅速撥亂反正。人大釋法具有不容置疑的
正當性，不僅是行使權力，更是履行憲制責任。游蕙
禎、梁頌恆辱國播「獨」，違憲違法，衝擊「一國兩
制」底線，人大釋法嚴肅處理事件，體現中央集體意
志，符合本港主流民意，顯示對任何「港獨」言行絕
不姑息縱容。

游蕙禎、梁頌恆引發的宣誓風波愈演愈烈，二人在
反對派包庇下，對立法會議事規則、禁令及相關法律
視若無睹，衝擊立法會的暴力行為和造成的混亂一次
比一次嚴重，不僅導致立法會連續三周的大會被迫流
會，昨日的情況連主席梁君彥亦認為失控，只能請警
員進入立法會大樓維持秩序，其後重案組探員更進入
兩個會議室搜證。情況之惡劣，在立法會是史無前
例。

有關游蕙禎、梁頌恆宣誓事件及其就任資格的司法
覆核，高等法院今天展開審理，結果如何，難以預
料；即使高等法院有結果，案件亦可能面對漫長的上
訴程序，直至終審法院，或要到本屆立法會4年會期屆
滿才有最終結果。案件一日不了結，就意味着游蕙
禎、梁頌恆及反對派可以打着「行使議員權力」的旗
號，不斷上演宣誓鬧劇，令立法會空轉，所有重大經
濟、民生法案的審議被迫停頓，政府施政寸步難行。
這種代價，是香港不該也不能承受的。因此，只有人
大釋法才能徹底解決議員宣誓司法覆核案件所帶出的
法律問題，確保法庭最終作出令梁頌恆和游蕙禎失去
議員資格的判決，從而消除阻礙議會運作的不明朗因
素。為了盡早終止宣誓風波引發的亂局，結束對香港

社會的衝擊，人大釋法宜早不宜遲。
面對勢在必行的人大釋法，又有一些陳腔濫調冒

起，聲稱人大釋法破壞本港法治，嚴重削弱港人及國
際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這些言論漠視人大釋法的
正當性，刻意污名化人大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第6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
下列職權：（四）解釋法律；香港基本法第158條第一
款也明確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毫無疑問擁有對基本法內所
有條款的解釋權，而且這種解釋權是固有的、最高
的、排他的；而香港法院對於基本法的解釋權，來源
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並非本身固有。

基本法第10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就職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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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條款，涉及中
央和香港關係，人大常委會有需要對相關條款作出解
釋，以便香港法院判案時遵從。顯然，只有人大釋法
才能解決宣誓司法覆核案件所帶出的法律問題，在
「港獨」分子挑戰法律和政治底線的情況下，人大釋
法不僅是行使權力，更是履行憲制責任。

中央一再重申在香港貫徹「一國兩制」不會變、不
動搖，同時強調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要確保不走
樣、不變形。據媒體報道，上周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六
中全會曾討論宣誓事件，對有人公然在香港特區的立
法會冒犯國家、侮辱民族「極為憤慨」。人大釋法，
正是中央集體意志的結果。宣誓事件，絕不是無關緊
要的小鬧劇，而是涉及國家民族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
的大是大非問題，中央和本港廣大市民心意相通，立
場一致，就是必須堅守底線，堅決依法辦事，絕對不
容「港獨」分子胡作非為，從根本上遏制「港獨」氾
濫。

游梁反對派衝擊立會 更顯人大釋法必要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