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長洲覆核王」
之稱的郭卓堅，昨日再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指稱負責為議員監誓的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及秘書長陳
維安，未有向議員解釋宣誓應有的態度及糾正議員宣
誓的錯誤，未履行監誓員應有的責任，要求法院頒令
兩人要為所有議員重新宣誓。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
評，郭卓堅的入稟毫無理據，不應濫用司法制度，浪
費法院的時間和精力。
郭卓堅引用香港基本法第三十五條，即香港居民有

權向行政失當的立法會人員提訴，指稱梁君彥及陳維
安在議員宣誓就職儀式上沒有盡監誓人的責任，向各
議員解釋宣誓人應有態度及糾正他們的錯漏，要求法
院頒令梁君彥及陳維安替所有議員重新宣誓。
他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議員宣誓儀式結束後始就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出解釋，故所有議員都應可
按照「新規矩」來重新宣誓，此舉有助香港社會「和
諧」，「不要再你又告我11個，我又告你4個。」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質疑，郭卓堅提出的所謂理據都

不成理由，令人覺得對方有濫用司法制度之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則指，在香港這個自由社

會，任何人都有權提出司法覆核，但郭卓堅提出的司法
覆核均極具政治傾向，特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
以及高等法院原訟庭和上訴庭都已對依法宣誓的要求說
得十分清楚，郭卓堅的入稟根本毫無意義，並奉勸對方
不要浪費時間及精力，濫用香港的司法制度。

「覆核王」申全體重誓
濫用司法制度挨批

反對派阻譴責失敗 蟲泰有難
慢必「不採取任何行動」被否決 調查委員會跟進再交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

鄭松泰在10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期間，故意將建制派議員放

在會議廳桌上的國旗及區旗的展示品倒轉擺放。建制派昨日

提出動議譴責鄭松泰，並批評鄭松泰的倒插國旗行為是「爭

出位、爭鏡頭」的小動作，將立法會的莊嚴完全摧毀，議會

必須以正視聽、嚴正執法，絕不能姑息養奸，否則只會繼續

沉淪。反對派再次包庇，「人民力量」的陳志全（慢必）更

動議不得就譴責議案採取任何行動，但在分組點票下動議遭

否決。譴責議案最終交付調查委員會跟進，大會在收到報告

後將再表決是否通過譴責，若獲三分之二出席議員支持通

過，立法會主席便須宣佈鄭松泰喪失議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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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
泰（蟲泰）在立法會會議期間，故
意將建制派議員放在會議廳桌上的
國旗及區旗的展示品倒轉擺放。立
法會九龍東議員謝偉俊昨日提出譴

責動議，各反對派紛紛包庇。「人民力量」議員陳
志全突然提出動議，要求不得就謝偉俊動議的譴責
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更聯同另一議員朱凱廸多次
要求點算人數拖延。其他反對派議員雖口稱不贊同
蟲泰的行為，但就聲明對方的所為「不至於需要受
譴責」，完美示範何謂「講一套做一套」。
在立法會大會討論到謝偉俊提出的譴責動議時，

陳志全首先「出招」護短，提出要根據《議事規
則》第四十九B（2A）條動議，要求不得就謝偉俊
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
他聲稱，謝偉俊是「小事化大、小題大做、上綱
上線」，「以假的指控，誇大鄭松泰的行為，空想

堆砌出一些理據」，企圖褫奪蟲泰的議席，「令社
會進一步撕裂。」
他續稱，蟲泰在參選時曾簽署擁護香港基本法的
確認書，在宣誓時亦未有「加料」，甚至在政綱上
表示「永續香港基本法」，以示他「忠於香港基本
法」，希望其他議員支持其議案，讓議會「重回正
軌」。

尹兆堅稱尺寸不符求開脫
民主黨議員尹兆堅聲稱，譴責議員的機制不能
「隨便使用」，應在涉及公眾利益的問題而非與
「私人操守」有關時運用，更「小學雞」地稱，
「五星旗」有「五種尺寸」，當日建制派席上的旗
幟與該五種尺寸並不相符，又質疑建制派「珍而重
之」的五星旗「現在放在哪裡」。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即回應，他們有保存該五星

旗，其黨友劉國勳更隨即拿出旗幟，反駁尹兆堅的

失實指控。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聲言，他不同意蟲泰「亂碰別
人的東西」，大家可指他「不禮貌」，但謝偉俊要
求引用特權法這「尚方寶劍」來處理，是「不對
稱」的做法，以「牛刀」去處理「雞毛蒜皮」的
事。
「專業議政」、會計界議員梁繼昌也稱，鄭松泰
行為愚蠢、無聊和幼稚，但議員由選民選出，在法
理上「難以褫奪」。
「街工」議員梁耀忠則稱，雖然鄭松泰倒轉國旗
的行為不恰當，但「未需要褫奪其議員資格」，又
稱，不希望議會成為「政治鬥爭」的場地云云。

「太監」護短好急「皇帝」唔急
有趣的是，在會議就陳志全的動議投票時，事件

主角鄭松泰竟然走咗去玩直播冇投票，真係應咗嗰
句「皇帝唔急太監急」。 ■記者 鄭治祖

爛招護短 講一套做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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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東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動
議譴責鄭松泰「倒旗」行為，指他曾兩度蓄意

將建制派議員桌面上的國旗和區旗倒插，是公開及
故意作出羞辱國旗及區旗行為，屬行為不檢，並且
違反按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宣誓及聲明條
例》作出的誓言。

謝偉俊：譴責「倒旗」義不容辭
謝偉俊在會上發言時表示，該問題有相當的嚴重
性，故他經過審慎考慮後提出此嚴正動議，「當時
情況是經過電視直播，全香港、乃至全世界華人都
可見到的，鄭松泰不是一次兩次不小心，而是好蓄
意地（去做），那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是否一些
『小學雞』、隨便搗蛋，或者稱為惡搞，就可以輕
輕帶過事情？定還是他想表達，而又從未真正表達
我是蔑視中國國旗、香港區旗、背後所帶出的『一
國兩制』、國家不可分裂的概念呢？」
他強調，是次動議不存有所謂「政治鬥爭」之
說，只要任何人作出類似行為，都會義不容辭提出
譴責，「有關的誓言、有關的效忠，是適合於所有
立法會的議員，不論政治黨派、不論背景，只要你
是議員，就必須承擔這個責任，必須要維護本會的
尊嚴，必須要維護香港基本法所講的對於國家的效
忠、擁護。」

不過，陳志全護短護到出面，在會上提出「不得
就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的
動議，更稱謝偉俊「小事化大、小題大做、上綱上
線」（見另稿）。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決定先處理陳
志全的動議。

周浩鼎：「照妖鏡」看清「人鬼」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直斥陳志全的動議，是在

顛倒是非黑白，意圖包庇鄭松泰，「我感覺是心
裡有鬼，作賊心虛，所以便叫人不要查。你問賊
人：警察要不要捉賊，他們當然會說不好、不
好。」
他強調，是次議案是有效的「照妖鏡」，看清楚
誰是人、誰是鬼，認為議會必須以正視聽、嚴正執
法，絕不能姑息養奸，否則只會繼續沉淪。

陳克勤：辱國旗罔顧港人感受
民建聯議員陳克勤表示，鄭松泰倒插國旗的行為

是「爭出位、爭鏡頭」的小動作，不單侮辱自己，
更侮辱了議會、侮辱全香港人、乃至全中國人，
「一個負責任的議員，當然要表達你的意見、支持
你的選民意見，但亦都要顧及全香港感受，除非你
不認同自己國家、自己民族，你就會作出一些如此
侮辱國旗的行為。」

何君堯：蟲泰言行不容狡辯
新界西議員何君堯指出，鄭松泰的倒插國旗行為
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全世界都看得一清
二楚，不容狡辯的，「是不是行為不檢，答案是肯
定的，正正就是他當日的行為，將立法會的莊嚴完
全摧毀。」
他強調，提出譴責動議並不是以言入罪、所謂的政
治打壓，而是按照《議事規則》，規範議員的行為。

林健鋒：教壞學生不能接受
經民聯議員林健鋒批評，鄭松泰身為立法會議

員，故意做出侮辱國旗及區旗的行為，令社會嘩
然，所為令人髮指，希望社會各界均可齊聲譴責，
「鄭議員作為老師，實在是教壞學生。小丑表演，
我們可以不理，但故意去侮辱國旗及區旗是絕對不
可接受。」
陳志全的動議最終在功能組別得11票贊成，20票

反對；地區直選組別得16票贊成，12票反對的情況
下，得不到兩個分組點票一致通過，議案遭到否
決。根據《議事規則》，有關譴責議員的議案提出
後，會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再向大會提交調查報
告，如獲三分之二在席議員支持，鄭松泰將會喪失
議員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決
定將譴責「熱血公民」議員鄭松泰的譴責動議，
交付專責的調查委員會跟進。各支持譴責動議的
建制派議員認為，成立調查委員會是明智的做
法，有助令事件更清晰，又譴責「人民力量」議
員陳志全臨時提出動議，變相拉布，浪費議會時
間。
提出譴責動議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在會議後表

示，他對是次結果感到高興，認為可提供一個機
會及平台，讓各議員循正式的途徑詳細及深入調
查有關事件，而非如過往般凡事不了了之、草草
了事。目前，他還未知道自己會否參與有關的調
查委員會。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指，鄭松泰在行為上侮辱國

旗，議員正循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規定跟
進對方是否違反其就職宣誓的誓言。成立調查委
員會提供了一個機會，讓鄭松泰親身解釋他當日
作出有關行為時的心理歷程及背後意思等。
工業界（第二）議員吳永嘉指出，在整個辯論

過程中，就連其他反對派議員也都承認不知道鄭
松泰當時的心理狀態，以及行動背後的動機，
「既然大家都不知道，最理想就是成立調查委員
會，由議員深入、詳細地調查，倘發現存在很大
問題，就應投票決定其去留。」

郭偉強批陳志全變相拉布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批評，鄭松泰倒插國旗的行

為有可能觸犯了國旗及區旗法，陳志全臨時提出
動議要求不處理譴責動議，更歪曲事實，是企圖
轉移視線，也是不折不扣的拉布，完全是不負責
任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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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例會否決陳志全不得就譴責議案採取任何行動的動議。
劉國權攝

梁頌恆及游蕙禎對於高等法院以及上訴庭依法取
消其立法會議員資格的裁決，依然不死心，昨揚言
要上訴至終審法院。他們還聲言不會在本月19日期
限前，向立法會償還合共近190萬的議員薪津，充
分顯示無賴本性。游蕙禎甚至還喪盡天良，拿南京
大屠殺的亡魂「抽水」，說出了連當年的漢奸都說
不出口的話，肆意捏造抗戰事實，污衊當年英勇抗
戰的中華兒女。社會各界和市民紛紛表示，這種無
恥賤格的行為，侮辱了全中國人民，天理不容，必
須嚴厲譴責和批駁，絕不能再讓他們混跡政壇，貽
害香港社會、荼毒青少年。

對於梁游不甘心敗訴，聲稱要繼續上訴至終審法
院的言行，香港許多法律界人士指出，從高等法院
以及上訴庭的判詞來看，法院的法律觀點非常明
確，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
解釋，在香港的法律體系中擁有至高無上的約束
力，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都必須遵從；而且，梁
游二人在立法會宣誓過程中辱國播「獨」行為，罪
證確鑿，無可抵賴，連他們自己都無法作出辯解。
因此，他們的上訴即使被終審法院接納，可以進入
最後的上訴程序，也根本沒有勝訴的可能。對於這
一點，梁游本身也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們一方面
要進行所謂的「眾籌」，騙取市民的錢來為自己打
這場毫無勝算的官司；另方面，更死皮賴臉地欠債
不還，竟然聲稱不會在本月19日前，向立法會歸還
之前領取的近190萬的議員薪津，活生生顯露出一
副輸打贏要的無賴相。

尤其令人氣憤的是，游蕙禎還借題發揮侮辱國家

和民族，極力褻瀆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國家公
祭日，竟然歪曲捏造抗戰歷史，肆意詆毀在抗日戰
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這些完全罔顧
歷史事實的話，連當時的日本侵略者和漢奸、連今
日的日本右翼分子，都不敢公然說出來。抗戰的歷
史事實非常清晰，日本軍國主義者在70多年前悍然
發動了旨在滅亡中華、吞併中國的侵華戰爭，南京
大屠殺是日本侵略者製造的最駭人聽聞的慘劇，30
多萬中國民眾死於侵略者的屠刀之下，其慘絕人寰
世所罕見。面對如此深重的民族災難，中國共產黨
發揮中流砥柱作用，團結和動員全國人民，上下一
心，堅持抗戰，終於打敗了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
者，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為了牢記歷史，
勿忘國恥，珍愛和平，國家將12 月13 日定為國家
公祭日，深切悼念死難同胞，同時警醒世人，絕對
不能讓悲劇重演。但是，游蕙禎竟然捏造事實，歪
曲歷史，侮辱國家和民族，褻瀆死難者的亡靈，充
分暴露出其對歷史的無知和人格的下賤無恥。

對於梁游這類無知及無恥之徒，香港主流社會是
絕不認同的。許多市民都對其無恥言行深惡痛絕，
梁游大放厥詞之時，就受到不少市民的批駁，他們
已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同時，香港更是一
個法治社會，絕不容許這極少數不良之徒肆意違法
而不受法律懲處，梁游即使上訴到終審法院，也斷
無可能翻盤。他們騙取的議員資格除了要依法取消
外，其預先支取的議員薪酬更必須按時交回，他們
種種劣行必將受到香港社會的嚴厲譴責和依法嚴
懲。

梁游賴賬兼歪曲歷史 喪盡天良
香港迪士尼樂園將耗資 109 億港元擴

建，特區政府和美國迪士尼公司按股權比
例分別注資 58 億港元及 51 億港元。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表示，有關出
資方式是恰當做法，現階段政府不考慮出
售迪士尼股權或引入第三方投資者。擴建
迪士尼是一項值得支持的投資，應該用心
用力、加快辦好，為香港旅遊業增添新活
力，吸引遊客刺激消費。迪士尼樂園是香
港旅遊業的策略性投資，政府有需要保持
大股東的地位，同時主動履行大股東責
任，運用影響力，推動樂園加快擴建，求
新求變，積極開拓客源，讓迪士尼樂園為
本港旅遊業、乃至整體經濟持續發展注入
動力，發揮良好經濟和社會效應，令政府
的投資物超所值。

香港迪士尼樂園自 2005 年投入營運以
來，過去10年接待超過5,800萬訪客，為
本港經濟帶來749億元的增加值，創造了
近20萬個就業職位，成為香港旅遊業最重
要的賣點之一。毫無疑問，香港引入並投
資迪士尼樂園的決定是正確的。

眾所周知，香港迪士尼樂園因規模太
小的先天不足，被稱為「全球最細的迪
士尼樂園」。隨着新鮮感下降，競爭日
趨激烈，要求擴建迪士尼的呼聲響起多
年。通過此次擴建，增加新旅遊項目，
香港迪士尼將成為全球首個同時擁有

「魔雪奇緣」和「漫威英雄」兩個主題
園區的樂園，其效益值得憧憬。預計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2025 年 入 場 人 次 可 達
900-930 萬，更將為香港帶來每年最高
416億元的經濟效益。

根據旅發局調查，到訪迪士尼樂園的旅
客中，約半數來港的主要目的就是到迪士
尼玩，可見迪士尼對本港旅遊業及整體經
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本港旅遊
業的重要賣點。近年，全球各地均力推旅
遊業這一「無煙工業」撐經濟，開設大型
樂園，振興旅遊業，是各國各地發展經濟
的重要着力點，上海迪士尼已開業，新加
坡有環球影城，已經吸走香港不少客源，
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旅遊業，面對的競
爭不容低估。

別人不斷加大對旅遊業的投入，香港又
怎能逆勢而動。特區政府作為香港迪士尼
樂園的大股東，現在不僅不能減持樂園股
權或引入第三方投資者，降低話事權，相
反要發揮好大股東的影響力，敦促香港迪
士尼加快擴建，增加項目，持續提升競爭
力，從而帶動香港旅遊業和經濟興旺。為
了令特區政府動用公帑的投資用得其所，
能得到合理回報，政府亦應監察好樂園的
業務表現，促進樂園向多元化、高增值發
展，為香港創造更多財富。

（相關新聞刊A6版）

政府需保迪園大股東 促擴建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