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飛料下周一來港闡釋法
已諮詢政界意見 待人大常委會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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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青症（青政）雙
邪」游蕙禎及梁頌恆在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儀式上，公
然發表辱國辱華言論，宣揚「港獨」，引起全城憤怒。
為了遏止分離主義愈演愈烈，據悉正在北京舉行的全國
人大常委會會議正討論有關問題。香港傳媒報道稱，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已就釋
法問題徵詢了多名香港政界人士意見，有傳全國人大常
委會閉幕當日、即下周一會表決釋法決定，而李飛主任
會赴港舉行座談會，解釋人大釋法的決定。

20162016年年1111月月44日日（（星期五星期五））A4 重 要 新 聞■責任編輯：袁偉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症雙
邪」游蕙禎及梁頌恆前日再次在其他反對派
議員翼護下，硬闖會議廳，上演「自己宣
誓」的鬧劇，其後更聯同兩人的十多名議員
助理試圖衝入會議室，不斷以粗言辱罵甚至
以身體衝擊保安員，造成6名保安員受傷。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發表聲明譴責（見圖），
批評兩人冥頑不靈、漠視法紀及多次破壞議
會規則和運作，更教唆其助理暴力衝擊議
會，造成保安人員受傷。他促請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及秘書處應即時禁止梁游兩人所有助
理進入立法會大樓，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發聲明批評衝擊議會
何君堯日前發表「嚴厲譴責梁頌恆、游蕙

禎二人的非法行為」的聲明，指梁頌恆、游
蕙禎二人在10月12日宣誓過程中作出宣揚
「港獨」及辱華言行，已涉嫌違反了香港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21條。兩人未能就職，也沒有資格出席立法
會會議。不過，兩人不單沒有自我反省、死
不悔改，甚至變本加厲，公然漠視法紀，先

後導致10月26日及11月2日的會議休會，癱
瘓了整個月的議會工作進度，種種惡行引起
社會強烈譴責。
他批評，梁游兩人前天強闖議會，妄想宣

誓就職，該等幼稚行為令人搖頭嘆息。會場
秩序因梁游二人及反對派議員的粗暴干擾下
失控，會議暫停，需要移師至別處進行。梁
游兩人還冥頑不靈，慫恿及教唆其助理在新
聞界簇擁下連番衝擊會議場地，結果導致6
名保安員受傷，會議終止。

反對派包庇應受譴責
何君堯強烈譴責梁游兩人漠視法紀，多次

破壞議會規則和運作，更教唆其助理暴力衝
擊議會，造成保安人員受傷。部分反對派議
員，包括但不限於社民連梁國雄，「人民力
量」陳志全，邵家臻，朱凱廸，公民黨毛孟
靜，劉小麗，「香港眾志」羅冠聰，「熱血
公民」鄭松泰等包庇、教唆梁游二人破壞議
會秩序。
因此，他支持立法會秘書處依法報警，調

查當日發生的刑事罪行，並要求主席及秘書

處採取以下行動及措施：主席向梁游兩人、
其助理及提供包庇的反對派議員，發出警告
信及嚴厲譴責其行為不檢；即時禁止梁游兩
人所有助理進入立法會大樓，直至另行通知
為止；停止發放薪酬及津貼予梁游兩人及其
所有助理；即時加強保安措施；限制採訪記
者人數及採訪活動範圍。
他同時會保留根據《議事規則》第四十九

條啟動譴責動議的權利。

何君堯促禁游梁議助入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症雙
邪」前日夥同其助理衝擊會議室，造成6名
保安員受傷送院，其中1人傷勢嚴重，昨日
仍然留醫。多個工會昨日發表聯合聲明，強
烈譴責「雙邪」有計劃的暴力衝擊行動知法
犯法，絕無資格亦不能做立法會議員，並敦
促警方全力調查，盡快將在立法會使用暴力
的暴徒繩之以法。議員工作人員協會亦發表
聲明，指議員不應訴諸暴力，並強烈希望各
黨派的議員能正視議會現時的困境，尋求以
協商解決問題。
香港保安經理學會、香港註冊保安導師學

會、香港港口設施保安官學會、保安業商
會、物業管理人員協會、物業及保安從業員
協進總會、保安及警衛員工會、香港職工教
育和職業培訓協會、香港救心協會、匯星同
學會、匯星通識文化學院、匯星慧賢社、中
國哲學文化協進會、星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香港清潔商會及香港服務同盟，昨日就「雙
邪」率眾衝擊，造成6名保安員受傷，發表
聯合聲明。

知法犯法無資格做議員
聲明指，立法會內發生的非法暴力事件，

導致有6名保安員在執行職務時受到暴力襲
擊而受傷，他們嚴厲譴責有關人等罔顧法紀
的行為，「這是一次有計劃的暴力衝擊行
動。無論如何都不應該使用暴力行為，此等
行為我們予以強烈譴責！此等知法犯法人士
更絕無資格亦不能做立法會議員！對有保安
同事無辜受傷，我們十分心痛兼祝願他們早
日康復。我們代表全體會員就此次事件嚴厲
譴責在立法會使用暴力的暴徒，並敦促警方
全力調查，盡快將他們繩之以法！」

議工協：不應訴諸暴力
議員工作人員協會則在聲明中指，該會對

立法會陷入停擺及肢體衝突加劇十分失望及
遺憾。「我們認為，儘管政見各有不同，爭
取模式各異，但立法會作為立法及議政場
所，議員作為民意代表及社會領袖，理應遵
守議會規則，並以合宜的方式表示己見。就

算對裁決不滿，議員亦不應訴諸暴力解決問
題，此舉不但無助解決議會困局，反而更令
前線保安同事受壓、受傷，徒添議事堂矛
盾。我們強烈希望各黨派的議員能正視議會
現時的困境，尋求以協商解決問題，否則在
肢體衝突加劇下，最終受損害的將是整個立
法會及社會各方。」
該會並強烈要求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盡

快加強立法會前線保安人員的職業安全，包
括保安人員的保護措施是否足夠。「事實
上，立法會保安人員在執勤時，因衝擊行為
而受傷已非第一次，但是除增加人手，行管
會並沒有在裝備上協助保安人員在發生衝突
時保護自己，所以他們很多時只可以以自身
去阻擋衝擊。鑑於未來將仍然有機會出現衝
擊事件，我們強烈要求立法會盡快為保安人
員加添保護性裝備，降低受傷風險。」
身為議會的一分子，該會期望立法會盡早

恢復正常運作，亦不希望再有前線職員因議
員的各種行為而受傷。「我們同時亦對受傷
的立法會保安同事予以慰問。」

多個工會譴責「雙邪」傷6保安

香港文匯報訊「青症雙邪」梁頌恆和游蕙禎宣誓時所作的宣「獨」
辱華言論，令全國人民感到憤慨。《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發表署名
文章，不點名批評兩人在就職宣誓時公然宣揚「港獨」，嚴重觸碰
「一國兩制」底線，違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有關法律，其
禍港亂港的危害性清楚地暴露出來，應依法懲治，絕不姑息。《環球
時報》則指，將「雙邪」逐出立法會，是全體十三億中國人的要求和
意志，並相信這個強大的國家有能力兌現。

圖把立會變宣「獨」平台
《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署名文章指出，有部分人弄虛作假蒙混過關
進入議事機構，企圖將議事機構變成宣揚「港獨」的平台。「港獨」
言行已觸碰「一國兩制」底線，挑戰國家核心利益和中央權威，對此
「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堅決反對、冒頭就打，切不可等閒視之、掉以
輕心，任其謬種流傳、坐大泛濫」。
文章強調，香港回歸19年，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始終堅定不

移，「處理香港問題時保持了充分的耐心和最大的克制，但在涉及國
家民族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絕不會養癰遺患、聽
之任之。禍港亂港的『港獨』等極端勢力，注定走入死胡同」。

逐出議會 全國人民意志
《環球時報》在社評中點名批評「雙邪」梁頌恆和游蕙禎，公然在
立法會打出「香港不是中國」的標語，更惡意修改誓詞，已經完全喪
失再次宣誓的資格。兩人必須為此付出代價，被徹底逐出立法會，這
已經是全體十三億中國人的要求和意志，並相信這個強大的國家有能
力兌現。
社評認為，依法懲治兩人，可以讓所有人重溫法治精神的基本價
值，或許一些極端分子不甘心，會煽動他們的支持者，將對抗從立法
會推向香港社會，那就讓他們在更大範圍經歷慘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青症雙邪」游蕙禎
及梁頌恆的「宣誓鬧劇」，
已嚴重傷害全球華人的民族
感情。加拿大華人及社團昨
日在《加拿大商報》發表聯
合聲明，強烈譴責梁頌恆、
游蕙禎言行是數典忘祖、叛
國辱民，妄圖分裂國家，促
請立法會不能再次接受他們
的宣誓，更應把他們驅逐出
立法會，以維護立法會莊嚴。
聲明批評，梁游兩人的言行不但侮辱香

港同胞、侮辱了13億中國人，也侮辱了全
球海外5,000萬華僑、華人。此外，梁游兩
人及其追隨者數典忘祖、叛國辱民，妄圖

分裂國家，應該受到強烈
譴責及被法律追究。
他們認為，梁游兩人的

言行已違反香港基本法以
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根本沒有資格出任立法會
議員，故強烈要求香港立
法會維護立法會莊嚴，不
能再次接受他們的宣誓，
更應把他們驅逐出立法
會。

聲明最後呼籲，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
府應對極少數「港獨」分子採取果斷法律
行動，堅決捍衛國家尊嚴、香港穩定和人
民福祉，同時要對外來勢力明察秋毫，及
要加以反制。

加國華僑斥游梁數典忘祖

根據香港基本法規定，全國人大常
委會在釋法前，必須徵詢基本法

委員會意見。有消息指，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昨日上午舉行了會議，有不具
名委員確認會上討論了就宣誓風波釋
法的問題。

研禁誓詞侮辱國家
據了解，李飛主任早於本周二晚與赴
京開會的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
委員會面，就釋法一事徵詢他們的意
見。席間探討了在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
四條，即議員須依法宣誓擁護香港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規定下，如何具體規定不能作出侮
辱國家的誓詞，同時並討論過就其他基
本法條文釋法的可能。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並無專項
討論香港的事務，但在周六日程中就
有一項為「其他」。據人大常委會辦
公廳公佈，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在下
周一閉幕當日上午9時表決各項議案
後，10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佈
會，而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教育
部及法工委等相關官員將出席發佈
會，解釋通過的法案。
雖然通告並無指會有涉及香港的議
題，但相信全國人大常委員會在下周
一閉幕日表決釋法的可能性很大，而
李飛主任更會於即日下午來港舉行不
只一場座談會，分別向特區政府官
員、法律界代表、政界人士等解釋人
大釋法的決定。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坦言，儘管人大釋法可能引起爭
議，在政治上甚至有可能影響特區政府
的管治權威，但從法律角度來看，特區
政府就「雙邪」提出的司法覆核，無論
哪一方勝訴，另一方都必然會上訴，即
使法院從速處理也可能要一年以上，屆
時香港就會「好大鑊」，「家立法會
一連三個星期開唔到會，唔係流會就腰
斬，亂到咁。呢個宣誓風波平息唔到，
我哋（立法會）真係做唔到嘢，……香
港亂一年咁點算？」

葉太贊同速平風波
她坦言，人大主動釋法或對特區政

府管治有一定衝擊，但特區政府一旦
輸掉官司，更會帶來嚴重後果，而從
《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的報道可以
看到，中央領導層對「雙邪」公然辱
國辱華、宣揚分離主義的言行感到非
常震怒，絕不容有關人等進入議會，
為了香港長遠發展，可能要「長痛不
如短痛」。

梁美芬挺中央表態
梁美芬昨日在接受另一電台訪問時

則稱，年初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時，已
經有候選人借競選平台宣「獨」，而
宣誓事件則是「觸發點」，令中央擔
心「港獨」歪理不斷擴展，更絕對不
能容許有人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去影
響國家主權和安全，故中央政府定會
就「港獨」問題清晰及明確的表態。
但具體形式是以人大釋法還是其他，
她目前難以預測。

「 青 症 雙
邪」游蕙禎及
梁頌恆的「宣
誓鬧劇」令到
全城憤怒，更

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新民
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與容海恩
前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見了幾
名 德 國 國 會 議 員 。 葉 太 在
facebook透露，自己向幾名訪港
的德國國會議員簡介了香港政制
發展的歷史，然後回答他們的問
題。

席間，有議員問起近日發生的「宣誓風波」，她向對方解釋了游梁二人辱華
言詞的意思，幾名德國議員均表示，「青政」的行為在他們的議會也是不被容
許的。 ■記者 鄭治祖

葉太：德議會也不容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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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與容海恩日前在立法會大樓會見了幾
名德國國會議員。

辱 國 辱 華 ， 人 見 人

憎，相信除了其他反對派

議員外，所有正常人都會

與「雙邪」劃清界線。有

地產網站昨日瘋傳一張相片，指深水埗一

間小型地產代理的游姓老闆為「青症雙

邪」中的游蕙禎之父。「游老闆」即急忙

向傳媒展示多張家庭合照，澄清道：「我

一家四口，一個仔一個女，我個女就叫

Amy，做銀行嘅，同佢（游蕙禎）完全無

關係。」他質疑是附近的地產行家為了爭

生意，而對他惡意中傷，並已報警備案。

■記者 鄭治祖

姓游也中槍
「游父」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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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梁等人的衝擊行為，造成6名立法會保安員受傷送院，其中1人傷勢嚴重，昨日仍然留醫。 資料圖片

■梁頌恆衝擊時咬牙切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