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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畢業禮 尾段「嘈雜聲」擾國歌

慢必內會暴力搶咪傷保安
反對派藉「財會讓路」發難 李慧琼：會前通知無人異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

遏止拉布歪風，建制派立法會議

員提出修改議事規則，反對派無

所不用極地阻撓。立法會內務委

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討論由議事

規則委員會就修改議事規則提交

的報告。反對派在會議上不斷提

出規程問題拉布，激進派議員陳

志全（慢必）更以暴力衝擊方法

阻撓討論，令情況混亂，會議一

度被迫暫停。衝突期間，有立法

會保安員報稱左肩受傷，須送院

治理。最後經過6小時會議，內會

才完成討論，稍後會將報告提交

立法會大會討論。

中年漢公園自焚亡
遺書：對不起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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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瘋

狂濫用《議
事規則》，

導致議會運作癱瘓，政府施政停滯不
前。建制派以香港整體利益出發，提
出修改《議事規則》，受到廣大市民
一致讚賞。反對派見票數不夠，難以
阻止《議事規則》的修改，於是提出
與建制派和解，希望共同商討修改
《議事規則》。建制派以和為貴，接
受反對派的意見，雙方決定各派出4
人，成立一個8人溝通小組。

但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反
對派故態復萌，露出真面目。昨天立
法會討論由議事規則委員會就《議事
規則》修訂提交的報告，反對派粗暴
擾亂議會秩序，令會議一度暫停。反
對派口說要和解，根本說一套做一
套，他們不會和建制派一起修改《議
事規則》，而是想用拖字訣，拖到補
選之前都不能修改。反對派的如意算
盤是在補選後，重新在地區直選組別
佔據多數，繼續阻撓《議事規則》的
修訂。所謂和解多麼虛偽。

反對派屢次反口覆舌，毫無誠信，其
承諾完全不可信。特首林鄭月娥提出「大
和解」，以求社會重回正軌，反對派一
度正面回應。但DQ案一公佈，反對派
即刻「反轉豬肚」，「大和解」變成「大
龍鳳」，立法會一開局就變「亂局」。
今年立法會復會至今不過兩個月，反對
派拉布無所不用其極，連驅趕新聞界的
賤招都用上，市民看在眼裡，只會更支
持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

反對派聲稱會持續拉布到明年3月
補選，那麼數百億民生工程何以為
繼？建造業工人的生計又如何維持？
可見，他們根本無意和建制派溝通，
真正目的就是阻撓修改《議事規
則》，唯有如此，他們才有生存的空
間，至於港人的福祉，他們是不放在
心上的。 ■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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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內會會議有充足時間討論修改議
事規則的建議，原於內會後舉行的

財務委員會決定「讓路」。不過，當內
會在下午2時半開始時，反對派首先藉
詞建制派提出將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
由目前35人降至20人不符合基本法，試
圖阻撓開展討論，其後更不斷提出規程
問題，指稱內會不應要財委會「讓
路」，而是應該召開特別會議處理議事
規則的修訂。

李慧琼多次警告勿濫用規程
內會主席李慧琼回應指，她看不到議
程有違規則，而財委會「讓路」的做法
也和過去的安排一致，在開會前議員已
獲通知會議安排，但未有人在會議前提
出此舉有問題。她多次警告議員不應濫
用規程問題。
不過，反對派不斷高聲叫嚷及爭論，
更有人衝出主席台，保安需組成人牆阻
擋。經過個多小時爭論，內會才正式討
論議事規則委員會就議員建議修訂議事

規則所提交的報告。惟當議事規則委員
會主席謝偉俊宣讀報告時，「人民力
量」議員陳志全衝前嘗試阻止謝偉俊發
言，更企圖搶走其手持的咪高峰及文
件，但被謝偉俊推開，保安人員即時阻
止。

反對派離座 保安築人鏈
多名反對派議員走出座位抗議，保安

築起人鏈，阻止有人衝向主席台，現場
一片混亂，令會議需要暫停。混亂間，
有保安員倒地報稱受傷，救護員帶同擔
架床到立法會了解其傷勢。該名保安員
在職員陪同下，自行離開立法會到醫院
治理。立法會秘書處其後表示，受傷保
安是肌肉扭傷，已經回家休息。
在恢復會議後，公民黨議員譚文豪聲

稱李慧琼在混亂期間仍讓謝偉俊完成讀
出報告，導致混亂及有人受傷，是為了
完成「硬任務」。李慧琼否認有所謂
「硬任務」，更質問對方發生混亂的原
因，就是因為有人想搶東西。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在會上發言

時，反駁反對派聲稱建制派提出修改議
事規則是在「蝦反對派人少」之說，強

調反對派過去多年已坐享
地區直選的人數優勢，並
無任何道理反對建制派現
時利用大多數修改議事規
則，並引用建制派的法律
意見，強調他們的建議符
合基本法。
民建聯議員陳克勤則

指，近年拉布已成為議會
常態，議事規則與法例一
樣，倘出現漏洞或過時就
需要修訂。建制派一直希
望修改議事規則，希望經
過上個立法年度的亂象
後，能修改好議事規則。
到晚上8小時半，內會
終完成討論議事規則之報告，議員的修
訂如果獲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同意，最快
可於下月6日提交立法會大會審議。

建制派譴責粗暴行為「離晒大譜！」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在會後指出，反對

派阻撓修改議事規則，令昨日會議一度
混亂，更反映修改議事規則的必要，
「我們必堅守崗位，修改議事規則。讓

議會重回正軌，有秩序及正常運作。」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則譴責反對派粗暴干
擾內會，更導致一位保安受傷送院，
「離晒大譜！」
李慧琼在會後表示，明白議員仍有不
同意見，但是次討論並非要求議員表態
是否支持各項修訂，倘有議員認為未完
成討論，可於合適時間向秘書處及立法
會主席提出意見。

■■立法會內會立法會內會，，反對派議反對派議
員不滿主席李慧琼安排員不滿主席李慧琼安排，，
上前理論上前理論，，事後有保安報事後有保安報
稱受傷送院稱受傷送院。。

■■混亂期間有保安受傷混亂期間有保安受傷，，被扶離場被扶離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根茂）11月是
香港各大學畢業禮時節，小部分熱衷於校
園做「政治騷」的滋事分子又找到「博出
位」的機會。「科大行動」facebook專頁
前日凌晨發帖，稱畢業禮「聽到啲莫名其
妙要尊重嘅歌」，講反話式「呼籲」參加
者「記得唔好做犯法嘢」。至昨日科大畢
業禮現場，有人聽到播國歌環節尾段即出
現「嘈雜人聲」的疑似噓聲。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強調，任何人要表達自己的想法，
都應該考慮對他人的影響，而任何與宣揚
「港獨」有關的內容都不應在校園內出
現。
「科大行動」在有關帖文中配上畫了
播放中的音符，及5人有3人翹腿而坐的

漫畫，同時附上「不要起來」、「唔係
我國歌我噓有咩問題」等拒絕承認及尊
重國歌的標籤，意圖煽動畢業生侮辱國
歌。在昨日科大畢業禮現場，下午約3
時15分畢業生進場時，有記者在會場較
後位置觀察，未見有人播放國歌時拒絕
站立，但在播放國歌尾段，卻出現低聲
量的嘈雜人聲，疑似與噓聲及帖文的
「呼籲」有關。
科大在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畢

業禮過程順利，對於有記者所聽到的疑
似噓聲，校方認為不清楚這陣「低微而
嘈雜的背景人聲」的來源，無法確定
「嘈雜聲」的性質。

「關注組」煽教大生「雙手打叉」

「教大言論自由關注組」前晚亦於
facebook 發表所謂「教大人，公民抗
命！」行動宣言，聲言會在昨日及今日
的畢業禮到場抗議，煽動學生在畢業禮
奏國歌時「雙手打叉、噓國歌或以自己
的方式表示不滿」及「到處張貼所謂
『違法』的標語」。不過，在昨晨的畢
業禮上，就未見有關「抗命」的蹤影。

楊潤雄：表達想法應看場合
就有人煽動於畢業禮中滋事，楊潤雄
昨日出席活動後強調，大學生或者普通
人想表達自己想法及意見時，應要看場
合及考慮其他人意見及影響，而大學畢
業禮不只是個別人的典禮，亦是很多其

他學生及家長的重要場合，很多人都期
望進行活動是莊嚴及受到尊重的。至於
表達內容方面，他則重申任何與宣揚
「港獨」有關的內容都不應在校園內出
現。
楊潤雄在回應50所學校前日安排基本

法研討會直播時指，局方未來將繼續推
廣基本法教育，期望做得更加仔細、全
面。據他所知，學校直播安排情況大致
順利，未見任何問題發生。
因應有政治組織針對基本法研討會到

學校外派發紅布意圖鼓動學生蒙眼，他
批評，有關團體是嘗試藉以將自己的想
法或政治取向帶入校園，局方對其行為
表示譴責。

■「科大行動」鼓吹學生聽到國歌不要起
立。 「科大行動」fb專頁截圖

■有人聽到科大畢業禮播國歌環節尾段出現「嘈雜人聲」的疑似噓聲。
校方供圖

廉署於今年5月揭發懷疑港珠澳
大橋工程報告涉及造假，經調查後
於本周三（15日）分兩案起訴共19
名工程承判商的前實驗室職員，包
括控以串謀詐騙罪及使用虛假文書
罪，案件昨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
其中涉及串謀詐騙的案件，將於12
月7日轉介至區域法院答辯，裁判
官徐綺薇按控方申請保留及增加涉

案18名被告的擔保條件。另一名被控兩
項使用虛假文書罪的前工地實驗室技術
員則承認控罪，他即時還柙懲教署，至
12月1日等待索取背景報告後判刑。

首案中同被控串謀詐騙的18名被告在
事發時均受僱於嘉科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依次為麥培盛（65歲）、吳啟堯
（63歲）、謝德禮（35歲）、余維德
（28歲）、李詠暉（24歲）、趙志興
（26歲）、薛家俊（25歲）、陳銳鏗
（22歲）、姚宇峰（48歲）、潘家偉
（25歲）、葉德杰（27歲）、李志勤
（23歲）、鄺富賢（44歲）、吳汶鴻
（26歲）、張嘉明（28歲）、陳志成
（58歲）、郭文輝（34歲）及黎榮發
（40歲）。而第二案件中的被告黃國堯
（61歲）承認兩項使用虛假文書罪。

因懶惰愚蠢更改測試結果
代表認罪被告黃國堯的律師求情時表

示，被告犯案時並沒收受賄賂或從中獲
得個人利益，他只是出於懶惰和愚蠢而
更改因錯誤操作造成的混凝土壓力測試
結果。黃已因此事辭去工作，更極有可
能失去移居加拿大的資格和與兒子團聚
的機會。
裁判官指，被告最大的求情理由是他

選擇第一時間認罪，知道他有悔意，但
指出案件嚴重，被告身為工地實驗室技
術員，有責任準確無誤地反映測試結
果；若磚頭的質素出現問題，會影響港
珠澳大橋的結構安全，此等小工序的影
響力深遠，而這些都是他可以預知的問

題，可惜他仍干犯此兩項控罪。裁判官
表示想先了解被告的資料始判刑，但明
言即時監禁是無可避免。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一實驗室技術員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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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屯門蝴蝶灣公園發
生恐怖自焚事件！一名男子被多人目擊全身着火倒在
公園內一處水池邊，途人及公園職員以濕衫及開喉射
水將其身上烈火救熄，惜男子已全身嚴重燒傷，送院
證實不治。警方事後在現場檢獲寫有「我係咎由自
取……對不起老婆」等字句的遺書，相信有人以自焚
方式尋死，事件無可疑。
自焚男子年約40歲，現場為屯門蝴蝶灣公園一處
水池邊。警方事後在事主身邊附近檢獲個人財物，包
括啤酒、銀包和衣物，另有一個疑曾裝載易燃液體的
玻璃樽，及一封遺書。遺書上寫有「我係咎由自取，
與人無尤……什麼都不用搞，對不起謝家各位，對不
起老婆」。
據目擊者雷先生稱，當時他帶女兒到公園嬉戲，其

間驚聞異響，循聲查看赫見一名全身着火的男子倒卧
水池邊，他立即拿起事主身旁的衣物，在水池浸濕後
嘗試撲救，惟因火勢太大，並不成功。未幾，3名公
園職員趕到開水喉始將火救熄。雷先生形容事主被焚
約3分鐘至4分鐘，火救熄時他已全身嚴重燒傷，奄
奄一息。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窮人哀歌！一名七旬
拾荒婦，昨在深水埗鬧市手拖大堆紙皮橫過馬路時，
慘遭一輛專線小巴撞倒後被拖行逾4米，當場頭部重
創昏迷血泊中，肇事司機被途人喝停始知闖禍，老婦
送院證實傷重不治，警方事後拘捕司機扣查，他辯稱
因婆婆的紙皮堆得高過人頭，以致遮擋視線而肇禍。
現場為深水埗福華街高登電腦中心對開，慘死老婦

姓黎（72歲），據悉她與兒子同住，家人有給予生活
費，但婆婆仍不時會到街頭四處執拾紙皮變賣以幫補
生活費。至於肇事的專線小巴為45M線，往來明愛
醫院至汝洲街，姓羅（66歲）司機因涉嫌危險駕駛導
致他人死亡被警方拘捕。

小巴撞拾荒婦拖行4米

■18名涉造假被告獲准保釋候審。

■「教大言
論自由關注
組」揚言會
在畢業禮兩
日內有一天
到場抗議。

「教大
言論自由
關注組」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