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對立法會議員朱
凱廸提出的在辯論「一地兩檢」時，要
求新聞界離場的動議表示強烈的譴責，
該動議嚴重損害香港核心價值，阻礙新
聞言論和採訪自由，也違背民心，實際
上是想剝奪香港市民的知情權。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
2017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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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屢擾立會

涉違「權力及特權」條例 促徹查「冥頑不靈」議員

建制派報警止亂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鄭治祖）對
於前日立法會會議
中，朱凱廸動議以
議事規則第八十八
（一）條文，要求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場，經濟通及晴報在
網上發起民意調查，當中九成參與投票的網民認為朱凱廸的
做法不恰當。
是次調查於昨日開始，題目為「昨日立會辯論一地兩檢議

案期間，朱凱廸動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場藉此拖延時間。
他的做法恰當嗎？」截至昨晚9時30分，共有550人參與投
票，結果顯示90%網民認為其做法不恰當，只有9%網民認
同其做法，1%表示無意見。

九成網民不齒朱凱廸

今屆立法會反對派衝擊事件(部分)

■12/10/2016 新一屆立法會首日大會便呈現亂局，當立法會
大會原定70名議員在會議廳進行宣誓後，便投票選出立法會
主席，下午再選出內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主席。惟多名反對
派於宣誓儀式上「加料」，更隨意破壞議事規則衝出座位，佔
領主席台，令首次開會就出現癱瘓

■02/11/2016 「青症雙邪」梁頌恆和游蕙禎在未有完成宣誓
的情況下，在其他反對派議員護航下硬闖會議廳，其後更聯同
他們的十多名議員助理試圖衝進會議室，不斷以粗言辱罵甚至
以身體衝擊保安員，最終導致6名保安人員受傷，需送院治理

■15/11/2016 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
會上，就橫洲事件質詢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其間搶走對
方的文件夾，並將文件交給另一議員朱凱廸閱覽。馬紹祥其後
報警處理

■19/01/2017 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施政報告答問會，社
民連梁國雄和反對派劉小麗分別搗亂會議，被主席梁君彥逐離
議事廳，其間保安促請劉離開時，多名反對派議員圍堵阻止，
擾攘多時，梁君彥被迫宣佈休會

■14/07/2017 「瀆誓四丑」羅冠聰、梁國雄、劉小麗和姚松
炎被裁定喪失議員資格後，在反對派議員保護下，試圖繼續留
於財委會會議室的原位，部分反對派更表現激動，包圍4人並
叫囂。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其後宣佈取消餘下會議

■15/07/2017 「瀆誓四丑」羅冠聰、梁國雄、劉小麗和姚松
炎，再於反對派議員護送下，企圖硬闖會議廳，擾攘一番後最
終雖失敗離場，惟眾反對派議員卻將財委會變成發洩情緒的場
所，令會議無法正常進行，在個多小時兩度休會後，會議被迫
腰斬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用盡《議事
規則》中的「窿窿罅罅」去拉
布，以達到阻撓議會對「一地
兩檢」安排表示支持的政治目
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
席一論壇後直言，對立法會經
過兩星期都未能就特區政府提
出的「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
案進行表決，感到非常失望和
遺憾。她並批評，今次反對派
所用的阻撓招數，「無所不用
其極已經去到有點荒謬」，甚
至連傳媒都要透過相關組織去
發聲明表示遺憾，甚至譴責，
「我覺得社會真的自有公
論。」

相信全社會自有公論
林鄭月娥坦言，大家在這兩

星期看到的立法會現象，就是
「非建制」立法會議員，無所
不用其極地在《議事規則》裡
千方百計找一些方法拖延議會
作正常辯論，及經辯論後作表
決。對此，她表示非常失望和
遺憾。
她強調，香港要向前走，而

民主制度亦是透過代議政制，
由被選入議會的議員作辯論，
然後作一個決定，「所以長期
或無止境拖延一個重要事項的
決定，這個我覺得是有違公眾
對於立法會議員的期望。」
林鄭月娥指出，反對派為阻

撓「一地兩檢」議案的表決，
就算不計大家經歷已久的「點
人數」，也至少用了三招。首
先是在一條完全無關痛癢，亦

與「一地兩檢」無關的《2017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
做文章，在其首讀及二讀轉介
給內務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一
事上拉布；其次就是透過中止
議案的討論去拉布；第三招則
是將傳媒趕離立法會議事廳，
並且不讓公眾監察立法會議事
用作拉布。她批評有關手段的
無所不用其極「已經去到有點
荒謬」，相信社會「真的自有
公論」。

阻礙政府做實事空間
她又說︰「在此我除了對於

『非建制』立法會議員表示失
望，表示遺憾外，我亦想感謝
建制派議員在過去這兩星期緊
守崗位，去盡他們作為立法會
議員的責任，亦可能犧牲了他
們其他作為立法會議員要與選
民溝通的工作，要『坐定定』
在立法會抗衡近乎荒謬的拉布
現象。」
林鄭月娥在以英語回應提問

時重申，很多市民對今屆特區
政府很有期望，希望政府為市
民多做事，而她首份施政報告
亦有起碼200項措施要落實，當
中很多都需要經立法會通過，
倘立法會不能維持正常運作，
政府做實事的空間就會大幅減
少。
她說：「我們剛剛完成了整

個問責班子的委任。作為一個
團隊，我們希望服務香港市
民，所以我請求『非建制』立
法會議員，請給我們服務香港
市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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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無所不用其極，極力阻撓議
會通過支持「一地兩檢」安排的政府無
約束力議案。不少市民都希望政府盡快
開始「三步走」，免受反對派拉布拖
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立法
會議員就「一地兩檢」的辯論已經完
結，有關規程問題亦已劃線限定討論
30分鐘，接下來將是官員發言回應，
便可進入投票。她有信心希望在本月
15日的會議可通過有關議案，從而進
入「三步走」，並爭取在明年2月左右
提交本地立法的草案。

12月須提交人大 時間緊迫
高鐵香港段預計於明年第三季開通，

須有本地立法支持在高鐵西九總站進行
「一地兩檢」。林鄭月娥表示，「三步
走」的時間表清晰、緊湊，最遲需要在
明年暑假立法會休會前、即6月底通過
有關法例，「而慣常我們提交一個條例
草案亦要給法案委員會最少幾個月時間
審議並給公眾發表意見，所以我都公開

說過，希望爭取在2018年，譬如2月左
右，我們就能提交本地立法的草案。」
林鄭月娥指出，在本地立法這「第三

步」之前，「第二步」是要全國人大常
委會確認香港特區與內地機關達成的合
作安排，但這個時間非香港特區能決
定，而現在看來只剩下12月全國人大
常委會會議一次機會，「如果要在1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前能夠簽訂合作
安排，就一定要大概在其之前至少兩星
期前要簽到，他們才可以做這個工作，
所以時間表是非常緊湊。」
至於是否需要先開始「三步走」，林

鄭月娥指出，立法會議員就着「一地兩
檢」的辯論已經完結，「至於中間加插
《議事規則》第八十八（一）條，立法
會主席昨日亦劃了線，再討論多30分
鐘。所以考慮這些因素，我覺得很有機
會在11月15日的立法會大會上，可以通
過政府提出的『一地兩檢』議案，所以
我們會等11月15日這個會議。」她希望
可在會議上通過「一地兩檢」的政府無
約束力議案，從而進入「三步走」。

議案料月中通過
再啟動「三步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蔣麗芸，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麥美娟、陸頌雄，及新界西立法會議員

何君堯昨日向警方報案，要求警方引用《立法會（權
力及特權）條例》，調查前日立法會會議期間反對
派議員的失序行為。

葛珮帆：破壞立會運作
葛珮帆批評︰「我們認為反對派議員刻意挑起事

端，嚴重破壞立法會運作，這情況並非第一次出現，
亦有機會變成阻礙立法會運作的慣常手段。我們認為
涉嫌違反法例的行為不能容忍，亦不能接受，所以
我們向警方舉報，要求嚴肅跟進調查。」

蔣麗芸：忍無可忍之舉
蔣麗芸也指，有反對派議員堅持不肯離開，令保
安或需粗暴地「拉佢」，有機會造成衝突及危險，並
強調立法會被反對派干預或阻礙進行已出現很多次，
「屢勸屢犯、冥頑不靈」，故在無奈的情況下決定報
警處理。她續說，今次報警是建制派內部的決定，事
前無知會梁君彥，但相信對方會支持報案處理。

陸頌雄：不容習非成是
陸頌雄亦指出，大家均見到反對派當日除了濫用

議事規則、瘋狂拉布，許智峯等人亦嘗試衝出去主
席台，其他反對派議員包圍着他們，導致會議被迫
結束。他直言，這些亂象過去一年經常發生，故期
望可透過今次舉動將立法會撥亂反正，「很多市
民，包括我們都是覺得非常憤怒，覺得不能夠容忍
下去，亦都不能夠讓這些立法會亂象習非成是，因

為長此下去立法會將不能運作。」

何君堯：報警並非先例
何君堯則指，雖然《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保障議員在立法會的言論自由，是次並非追
究議員的言論，而是針對議員阻撓會議舉行的行
為，認為今次反對派議員的行為違法，故有責任
要報案。
被問到議會內的行為應否由警方介入時，何君

堯表示，早前有人嘗試衝擊議會，令會議不能順
利進行，警方亦有立案調查，認為今次報案並非
先例。麥美娟也重申，這次行動不是要求警方介
入議會運作，只是要由警方執行有關條例。

罪成可囚一年罰款一萬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十七（c）列
明，「任何人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舉行會議
時，引起或參加任何擾亂，致令立法會或該委員
會的會議程序中斷或相當可能中斷，即屬犯
罪」，可處罰款一萬元及監禁12個月，如持續犯
罪，則在持續犯罪期間，另加每日罰款2,000元。
而 十九（b）則列明，凡任何人襲擊、干預、騷
擾、抗拒或妨礙任何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
員，即屬犯罪，可處罰款一萬元及監禁12個月。
警方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灣仔警署昨日下
午接獲兩名分別姓葛和姓蔣的女子和一名姓陸男子報
案，指前晚於立法會道一號一大樓有人涉嫌阻礙保安
人員執行職務，要求警方調查。案件列作求警調查，
由中區警區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立法會用了兩周辯論

高鐵「一地兩檢」安排的政

府無約束力議案，其中反對

派無所不用其極去拉布阻

擾。於前日立法會會議上，

反對派發難大鬧議事廳，主

席梁君彥欲驅逐民主黨立法

會議員許智峯離場，但多名

反對派議員包圍「保護」許

智峯，與保安對峙，現場秩

序混亂，令會議被迫提早休

會。建制派議員代表昨日向

警方報案，要求警方調查反

對派議員的失序行為。他們

並批評，反對派多名議員阻

止立法會職員執行職務、擾

亂會議，涉違反《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條例》，故

此報案，期望可透過今次舉

動將立法會撥亂反正。

■■建制派議員代表昨日向警方報案建制派議員代表昨日向警方報案，，要求警方調查要求警方調查
反對派議員涉嫌違反反對派議員涉嫌違反《《立法會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條條
例例》，》，屢次擾亂立會屢次擾亂立會，，他們希望透過今次報警行動他們希望透過今次報警行動
將立法會撥亂反正將立法會撥亂反正。。

■■林鄭月娥昨
日譴責反對派
議 員 為 拉 布
「無所不用其
極」。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前日被逐離場時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前日被逐離場時，，多名多名
反對派議員群起包圍反對派議員群起包圍「「保護保護」」並與保安對峙並與保安對峙，，令會令會
議被迫提早休會議被迫提早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