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三七赴英唱衰釋法挨批
港政界斥邀外力干預 荒謬如「游邪」乞台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甘瑜）

向來熱衷於勾結外國勢力、乞求外國政府

插手香港事務的「中箭（香港眾志）」立

法會議員羅三七（羅冠聰），日前藉立法

會「新丁」議員訪英交流之便，向英國國

會議員「唱衰香港」，聲言日前全國人大

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釋

法，是「對《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帶來

極大破壞」。對方則稱下周與外交部官員

見面時，將表達對香港人權狀況的關注。

多名政界人士批評，羅冠聰之流主動邀請

外國勢力干預國家及香港特區的內部事

務，與日前「青症雙邪」的游蕙禎擬去信

台灣領導人蔡英文，要求「台灣取回新界

主權」一樣荒謬，實為漢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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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三七以往都有勾結外國勢力的記錄，日前他在立法會安排下
赴英國倫敦國會出席Westminster Seminar，學習英國國會的

議事常規，竟然又乘機「唱衰香港」。羅冠聰前晚在facebook上
發帖，稱自己日前在國會大樓與兩名保守黨國會議員Fiona Bruce
和Jeremy Lefroy會面。

羅會英議員 轉告外交部
他稱，兩人是英國國會人權聯合委員會成員，自己在會面時向

他們談及香港最近的釋法和宣誓風波，聲言這「對《中英聯合聲
明》的落實帶來極大破壞」，並稱兩名國會議員亦「相當關注英
方對中國及香港人權狀況的保守態度」。
他又稱，兩人下星期將會與外交部官員見面，屆時會表達「對

香港人權狀況的關注」。

陳勇：如過街老鼠乞求收容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批評，羅三七的
行為與游蕙禎日前擬去信台灣蔡英文一樣，均是「老鼠窩」被打
散後，欲四出尋找別人收容。
他指出，自回歸後，中國和英國政府均慎行《中英聯合聲

明》，英國也看到中國日漸富強，希望建立良好的外交及經濟關
係，而羅三七卻反其道而行。
他續指，「港獨」分子早前在遊行時高舉英國國旗，亦被英國

網民批評，強調大家非同一種族，更指「港獨」分子連自己的國
家、民族也不顧，讓他們來英國，難保日後不搞事。正如被連番
恥笑的游蕙禎，陳勇認為羅三七之流已成「過街老鼠」。

何俊賢：勾結外力萬民罵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英國為脫歐事件已自顧不暇，
羅三七借訪英機會繼承「李漢奸」（李柱銘）、「陳四萬」（陳
方安生）之志，「唱衰」中國及香港特區，更與黃之鋒來回英美
之間，分工合作，不斷要求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在中國
人眼中是「漢奸」，外國人眼中則是「走狗」，可謂兩面不討
好，只會換來萬民唾罵，最後受害的必然是香港特區。

王國興：拿「人權」當遮醜布
「23萬監察」發言人、工聯會區議員王國興亦批評羅三七時常
跑到外國獻媚，更主動要求外國勢力干預國家及香港特區的事
務，其言行與「漢奸」無異。
他指出，羅高舉「香港人權」作遮醜布，只不斷批評全國人大

常委會釋法的決定，卻不正視「青症雙邪」公然侮辱國家及中國
人民的問題，簡直是居心叵測。
他又說，就算在「港英年代」，港英政府亦絕不容許「港獨」

發生，在立法會會議廳內公然「播獨」更是不可接受，而羅三七
的行徑亦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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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派」到底想決啲
乜？應該冇乜人諗得明。
「中箭（香港眾志）」立
法會議員羅三七（羅冠

聰）今次赴英，接受當地媒體BBC一個節
目訪問時，主持人就不斷質疑到底「自決
派」做緊乜。該名主持人指出，羅冠聰由街
頭抗爭走進議會，成為立法會議員時已經宣
誓效忠，包括認同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
分，到底所謂「自決」可以有什麼選擇？羅
三七索性「隨口噏當秘笈」，稱香港基本法
可以修改，連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
「都可以修改」喎。主持人都忍唔住多番在
訪問中講︰「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你在
發夢。」
繼游蕙禎擬去信台灣領導人蔡英文，要

求她向英國「要回新界」，突破人類智商下
限並引發無盡笑彈後，羅三七日前亦在
BBC的節目《HARDtalk》中，暴露自己令
人着急的智商。

質疑已宣誓效忠何來「自決」
主持人質疑他由街頭走入議會，是否等

同「向政權屈服」，羅三七聲稱「街頭抗
爭」與進入議會並無矛盾，進入議會是「為
了取得資源和影響力去幫助推行議會外的抗
爭」云云。
主持人隨即突破盲腸指，走入議會就要

宣誓效忠，包括認同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
部分，「有人不簽，但你簽了。」羅三七又
再詭辯稱，這是「妥協」，但不是「在信念
上妥協」。
當主持人再追問，如果已表明效忠，

「你的『自決』還有何選擇」時，羅三七開
始「隨口噏當秘笈」，稱香港基本法是白紙
黑字寫明可以修改，故「香港是中國不可分
割一部分都可以修改」。但事實上，社會上
不同人士已指出，所有修改都不能與國家對
香港的基本方針和政策牴觸。

風水佬上身開「2047年期票」
主持人沒有再與羅冠聰爭拗真假，但就

直接問「那個選擇有多現實」，羅三七就化
身「風水佬」稱，2047年將是去做改變的
「歷史時刻」，但現在不是。
主持人繼續追問現實問題，包括香港立

法會內由建制派佔多數、傳統反對派又會否
與「自決派」合作，羅三七則自說自話稱，
即使建制派佔多，他們可以拉布、拿議會資
源出去，而他相信自己和傳統反對派在「自
決」議題上有合作空間。
被問及若中央不接受任何分裂國家的行

為，是否會和北京攤牌時，羅三七即搬龍門
稱自己不是要推動「港獨」，但認為大家應該有「表達政
見」的自由。羅三七如此「解說」，主持人當然仲係唔明
「自決派」到底可以決啲乜，但講多兩句羅冠聰又開始鬧
特首梁振英，主持人即忍唔住指出︰「你阻礙了政改，令
大家沒有『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他們可以有更廣闊
的選擇。」羅冠聰則聲言通過政改只會令香港民主「變得
更差」，因為當中有篩選云云。
主持人最後問羅冠聰，香港與內地關係密切，在經濟上

更甚，「不是應該要面對現實了嗎？」羅冠聰自信滿滿話
「咁同時反映香港對內地的重要性」。
主持人只好搶白「不過內地拿着所有籌碼」，又說相信

好多香港人會覺得羅三七發緊夢。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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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箭（香港眾志）」
剛成立的時候，就立即安
排到美加大學作「巡迴演
講」，勾結外國勢力支持
推動「港獨」的「自決公

投」。其中「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當
時更狂言，希望透過在社區推動及「國際
游說」，推動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
「自決公投」，希望爭取到聯合國及各國
的支持，令「公投」獲政府或官方「認
可」、具約束力。

當時，羅三七與黃之鋒到美加演講，聲

稱是要讓當地港人、學者「了解香港情
況」。被問到做法會否惹人批評勾結外國
勢力，羅三七聲稱不太擔心「抹黑」，因
他們只是表達香港在國際公約下有「自決
權利」云云。

不過，「中箭」想當地港人「了解情
況」，對方似乎覺得「中箭」才是不了解
情況。除了演講沒有什麼人理會外，黃之
鋒在多倫多一商場「分享」時，更遇上當
地港人示威，有人批評黃不能代表港人，
直言由黃等人領導的「佔領」行動令香港
「破碎」。 ■記者 甘瑜

「中箭」出娘胎即勾結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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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箭（香港眾志）」主
席羅三七（羅冠聰）似乎以
為帶着「自決論」去外國宣
傳一下，以為其論調「浸過
鹹水」、在facebook上打個

卡就會變得厲害。但日前外國訪問節目主
持人一再質疑，指出羅三七說法「不現
實」、「發緊夢」，都反映外國人同樣瞧
不起他，要香港「自決」的想法放在哪裡
都是此路不通。

所謂「自決」，一直以來都只是競選的
宣傳招數，一種緩兵之計。若現時真的進
行「自決公投」，大家都心知肚明，「港
獨」必敗，「一國兩制」才是人心所屬。
也因為如此，「自決派」才一直說要用未
來10年在社區進行所謂「推動工作」，目
的就是不讓「自決」二字組成的紙老虎太
快被識破。

至於到2047年能否真的達至其支持者心
中的「自決」，於他們眼中並不重要，一
來屆時可能自己已撈夠政治油水，二來無
論「自決」結果如何， 他們仍可堂而皇之
地說「尊重民意」。個別妄想「港獨」者
是否癡心錯付，陷入黑吃黑的困局，已經
顯而易見。

主流民意挺「一國兩制」
話說回來，若「自決派」真的懂得尊重

民意，現時社會主流支持「一國兩制」，
反對「港獨」的民意已是毫無懸念，但不
見他們放棄主張。

由此可見，「自決派」連大多數的民意
亦不願服從，絕不可能幫助香港市民爭取
民主，頂多只是口講民主、實質唯我獨尊
的獨裁者而已。

■記者 甘瑜

明知「自決」無路 盲推抽政治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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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日前公佈最新一份衡工量值報告，指
房委會的公屋全方位維修計劃，近9成維修工
程欠理想。昨日運房局局長張炳良表示，政策
局認真看待審計報告，會了解在維修、監管，
以及部門與承辦商的接觸上，是否有改善地
方。公屋保養維修，關係到千家萬戶公屋居民
的福祉，以及公帑是否用得其所。有關維修計
劃從2006 年開始推出，落得如此差劣的執行
效果，實在說不過去。當局必須高度重視審計
報告揭露的問題，切實檢討監管機制的不足，
迅速加強對外判商的監管，為公屋住戶提供更
優質的維修服務，決不能以研究「是否有改善
之處」敷衍了事，錯而不改。

審計報告指房屋委員會10年來耗資逾16億
元的公屋「全方位維修計劃」，近9成單位工
程欠理想，每個單位平均有3項工程要「執手
尾」，重新進行更換或糾正工程。至於日常家
居維修服務，亦有逾6成工程被評為丙級甚至
丁級，當中更有25宗存在安全隱患，例如無
安裝或妥善接駁地線等。

香港有超過 200 萬人居住在公共房屋，目
前有 177 個公共屋邨、過千座公屋大廈、逾
75 萬個租住單位。為住戶締造舒適安全的生
活環境，是房屋署的職責。隨着大量公屋大
廈老化，近半數的樓齡已超過20年，以現時
一般混凝土建築物的設計壽命為 50年計算，

不少公屋大廈將跨過其生命周期的一半。能
否成功推行可持續發展的公屋維修保養計
劃，是保障這數百座公屋大廈安全舒適的關
鍵。公屋樓宇維修問題，不論是出現在單位
內部還是公共地方的，都是普通住戶所難以
解決的，維修工程不合格，市民所受困擾和
安全威脅顯而易見。

房屋署自 2000 年將大部分維修工作外判
後，維修管理問題一籮籮，惹來不少批評。傳
媒多次揭發，有公屋居民投訴室內喉管滲漏及
天花板剝落等問題，向管理公司求助卻愛理不
理，暴露房署監管不力。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
會主席麥美娟認為，需對外判商加強監管，招
標時應考慮外判商質素。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
委員、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亦表示，公屋維
修工程外判商多，要加強規管，增加罰則。儘
管房署有對外判公司表現評分的機制，但更重
要的是，房署監管應恆常進行，隨時發現問題
並迅速解決，這樣的監管才能到位。

民生無小事，審計報告已經指出公屋維修問
題的嚴重性，運房局、房署必須高度重視，切
實做好檢討、補救措施，不能「意見接受、問
題照舊」，以一句「研究改善」敷衍了事。當
局必須派員深入住戶家中，了解第一手資料，
找出問題根源，堵塞卸責拖拉的漏洞，防範類
似事件重演。

提升公屋維修質量不能敷衍了事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天下午召開特別會

議，決定全數追回「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
之前領取的酬金、津貼及營運金，涉及金額合共
186萬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法院早前裁
定兩人從10月12日，即宣誓當日開始取消立法
會議員資格。裁決雖然無處理酬金、津貼及營運
金，但考慮到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指出，未進行
宣誓或拒絕宣誓，不能行使職權和享受相應待
遇，以及根據法庭案例，決定全數以現金追回。
這個決定符合人大釋法以及有關法律法規，也切
合廣大市民的意願，合法合理，大快人心。梁、
游二人根本就沒有正式就任，更沒有履行一點議
員職責，因此必須繳回之前領取的所有薪津，立
法會秘書處也應該根據這個案例，明確規定當選
議員只有經過依法宣誓，正式上任後才能領取薪
津，以完善規則、堵塞漏洞。

梁頌恆、游蕙禎被高等法院依法取消議員資
格之後，如何處理其早前領取的高額薪津，成
為公眾關注的焦點。昨天，立法會行管會作出
決定，要全數追回二人之前領取的 186 萬元薪
津。這個決定，落實了 11 月 7 日全國人大常委
會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有關解釋。該解釋
的第一款明確指出：「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
員就職的法定條件和必經程序。未進行合法有
效宣誓或者拒絕宣誓，不得就任相應公職，不
得行使相應職權和享受相應待遇」。梁、游二

人在 10 月 12 日的立法會宣誓上，故意篡改誓
詞，公然辱國播「獨」，被裁定宣誓無效並不
得安排再次宣誓，議員資格也相應被取消。按
照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原則，他們不得享受立法
會議員的相應待遇。他們之前所領取的高額薪
津，也就必須全數繳回，至於他們已經耗費的
其中部分公帑，自然就要自己「吐」出來了。
廣大市民相當歡迎行管會的這個決定，普遍認
為梁、游二人是咎由自取。

對此，梁頌恆昨晚還在社交網站聲稱，他與游
蕙禎的宣誓案還在上訴階段，行管會就全數追
討，「打壓之意」顯而易見云云。梁頌恆這番狡
辯顯示其法律知識完全不及格。人大常委會對基
本法的解釋，這是在香港法制架構中屬於最權威
的，香港的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也必須遵從。
梁、游二人企圖以上訴來對抗落實人大常委會的
釋法規定，絕對是徒勞的，他們所欠下的這筆
「債」必須償還。

另外，立法會秘書處以及其他政府部門，也應
根據人大常委會的釋法，結合這個案例來檢討相
關細則，明確規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涵蓋的有
關人員，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
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
員，必須經過有效宣誓，正式上任之後，才能領
取有關薪津，不宜再出現「未上任先出糧」的不
合理現象了。

全數追回梁游薪津合法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