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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對保安動粗或違法

示威「獨」學生涉藏械被捕
「學生動源」成員 上月活動與特首合照展「港獨」標語

黎棟國：議規遭瘋狂濫用

■梁君彥。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立法會將加開會議討論修
改議事規則。全國政協常委、西九管理局主席唐英年對此表
示，議事規則過去幾年被反對派濫用作拉布工具，故修改議
事規則具阻嚇作用，或能堵塞拖延渠道。他並認為，倘反對
派議員因立法會通過修改議事規則，而與政府水火不容，不
是一種積極的做法，冀議員共同努力為市民服務。
唐英年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議會過去幾年運作

相當混亂及惡劣，反對派以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消極態度
回應建制派，希望各方都退一步、靜一靜、想一想。
他續說，議員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是因為有部分議員濫用

議事規則進行拉布，才演變至今日的地步。他認為，若能成
功修改議事規則，可起到阻嚇作用，堵塞拉布。
唐英年強調，議員不應拖延處理經濟民生法例的項目，而

且立法會財委會至今仍未就西九文化區綜合地庫的撥款進行
表決，令綜合表演場地要再作規劃，管理局現正構思不同方
法去挽救延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為壯聲勢，前日
起動員到立法會示威區紮
營，揚言要抗議建制派提出
議案修訂議事規則，最終需
警方介入清場。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表示，行管會同意在
今日開始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加強保安，倘示威者引起的
威脅水平超出立法會秘書處
保安人員可處理的範圍，秘
書處會要求警方在綜合大樓
「鼓底」範圍內候勤，以處理突發事
件。梁君彥並呼籲示威者應遵守立法
會的示威指引，和平表達意見。 多

名反對派議員、政黨及團體前日在立
法會示威區集會，反對修改議事規
則，直到當晚11時，仍不肯離開，保

安多次勸喻後驅趕他們。午夜後立法
會保安指無法處理，要求警方介入清
場。警方將示威者逐一抬離，最後一
批示威者昨日凌晨約 2時離開示威
區。不過，部分示威者其後轉至立法
會外的添美道紮營。
梁君彥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根據

行管會通過的示威指引，示威區每日
開放時間為上午7時至晚上11時，並
且不准紮營，示威者違反指引，有約
50人被抬走。

公眾旁聽降至10人內
他並說，在風險評估後，行管會同

意在今日開始舉行的立法會會議，參

考以往做法，採取以下安排：第一，
除了學校參觀和公務訪客之外，立法
會會議接待不超過10名公眾人士旁
聽。第二，為應對示威者引起的威脅
水平超出立法會秘書處保安人員可處
理的範圍，秘書處會要求警方在綜合
大樓「鼓底」範圍內候勤，以處理突
發事件。
梁君彥解釋指，「所謂威脅水平，

是指若有兩批或更多人士指罵或接近
衝突，而保安職員無法應付，秘書處
就可以要求警方協助。」他續說，行
管會亦會視乎情況，在有需要時會加
強保安，呼籲示威者遵守立法會的示
威指引，和平表達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反對派經常將修
改議事規則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阻止政府
「害人」掛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自
己已多次表明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立場，
而政府的工作即使未能滿足所有市民期望，亦絕
對不是「傷害市民」，批評反對派利用這些藉口
抗拒討論議事規則，是「完全不適當」的。她坦
言，社會對於立法會的現象已感到很疲累及無
奈，期望修改議事規則後，可以有一個有秩序及
效率的議會。
反對派經常將修改議事規則與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掛鈎，林鄭月娥昨日於行會前見傳媒時就表
示，這是完全不成立的，「我對於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的立場是清晰──這件事有爭議性，必須在
社會上有一個比較可以理性討論、一個適合的環
境才能夠履行我們在憲制上這個責任。」

強調政策不傷害市民
至於有反對派稱修改議事規則後將無法阻止政

府「損害」市民，林鄭月娥則強調，自己做了政
府37年，「我們有時做事真的沒有辦法滿足所有
香港市民的要求，但我們絕對不會做傷害市民的
工作。所以用到這些藉口來抗拒討論議事規則，
我覺得完全不適當。」
林鄭月娥又坦言，今年十月立法會開會至今，
均看不到有秩序、相對有效率的議會情況，社會

看到立法會現象已經感到很疲累及無奈，而政府亦有大量工
作期望交給立法會審議和通過，以落實一系列惠民的政策：
「過了這個議題後，我們希望可以有一個比較平和或有秩序
的立法會大會和財務委員會。」
至於有人希望特首出手干預立法會討論修訂議事規則一

事，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賦予立法會自行
訂定議事規則的憲制功能，特區政府需要尊重立法會進行屬
於他們自己權力範圍以內的事項，亦不適合由行政長官去指
導他們應該怎樣修訂。而建制派及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就修訂
議事規則的意見可以說是南轅北轍，故無論她想付出多大的
努力，亦難以去作仲裁或調解。
有記者問及建制派提出的修訂中，將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由

35人減至20人的建議是否「違反」香港基本法，林鄭月娥指，
目前是看不到有不一致的地方，而部分條文會當然有不同的
演繹，否則不會出現有時需要法庭作出裁決的情況，但她重
申，認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裁決是四平八穩、有板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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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大會上周四繼續審議議事
規則修訂，多名反對派議員暴力搗
亂和癱瘓議會。其中，民主黨立法
會議員許智峯在保安人員將「人民
力量」陳志全抬走期間，上前伸手
抓住其中一名抬人的保安，並與多
名保安衝撞。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
會昨日認為，許智峯當時行為對執
勤的保安人員和有關的議員構成危
險，故決定向許智峯發出警告信，
提醒他有可能作出了傷害他人的
行為，並有機會違反了《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條例》第十九(b)
條，即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
會人員。
立法會上周四開大會繼續審議議
事規則修訂，多名反對派議員衝到
主席台前抗議，會議曾兩度暫停。
其中，陳志全和「自決派」朱凱廸
等數名反對派議員在復會後屢次被
勸告下均不肯返回座位。梁君彥只
好作出最後警告，最終由保安人員
陸續抬走搞事議員。

梁君彥籲勿干犯罪行
在保安員抬走陳志全期間，許智

峯一度嘗試阻止。根據影片可見，
當時保安雙手均在抬着陳志全，毫
無還擊之力，許智峯雖然已被另一
名保安攔截，但仍一邊與該名保安
衝撞，另一邊則奮力伸手，趁機抓
住抬着陳志全的保安，一度令他失
去平衡，其後有其他保安員上前解
圍，才控制住場面。
梁君彥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在
行管會會議上翻看了當天的錄影片
段，認為許智峯當時行為對執勤的
保安人員和有關的議員構成危險，
故行管會決定向許智峯發出警告

信，提醒他有可能作出了傷害他人
的行為，並有機會違反了《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條例》第十九(b)
條，即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
人員，「我們翻看了當時影片，他
是衝前向保安人員，而且動作頗
大，之後亦有其他動作。今次發信
去提醒他有可能犯了《立法會（權
力及特權）條例》第十九(b)條，我
都明白到這件事件有很大的爭議，
但議員做任何表達的方式，都不要
因一時意氣而干犯罪行。」
他續指，由於上周事件無人受

傷，故無人要求行管會報警，但強
調行管會作為秘書處職員的僱主，
有責任為僱員提供安全的工作環
境。

葛珮帆：行管會先禮後兵
許智峯則聲稱自己沒有任何襲擊

保安員的行為或企圖，又稱行管會
由建制派「把持」，質疑行管會的
判決是「含血噴人」、「屈得就
屈」、「捏造事實」，認為整件事
「可笑」。他並聲言，是次事件實
為修改議事規則中的鬥爭，表面上
警告他本人，但實際上是想借此警
告反對派的議員，要反對派乖乖就
範，不要再反抗云云。
不過，當日有在現場拍下短片

直播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今
次行管會的做法相當合理，更可
說是已退了一步，先禮後兵，
「大家都在電視、報章上見到他
的粗暴行為，是非常嚴重，當時
我亦好擔心會有保安員受傷。」
她批評，反對派過往屢次暴力衝
擊議會，希望他們不要再作出此
行為，不要觸犯法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修
改議事規則的討論如火如荼，保安局
前局長黎棟國昨日就此拍片開腔，批
評過去議事規則被反對派議員瘋狂濫
用，利用拉布的伎倆「拖政府施政的
後腿」。他呼籲市民支持修改議事規
則，以建設香港。

獲鄭泳舜邀請分享感受
民建聯副秘書長鄭泳舜昨日在

facebook發佈《黎棟國有嘢講！》的
短片，鄭在影片中指出，反對派無日
無之地拉布，不單令市民反感，不少
有心做事的政府官員亦早已對立法會
的亂象看不過眼，故邀請了黎棟國分

享感受。
黎棟國指，立法會的主要功能是處

理立法及撥款申請，以及監察和討論
政府政策，惟今日的立法會不再是議
事論事的莊嚴場所。他批評，議事規
則被反對派議員瘋狂濫用：「他們的
拉布藉口日新月異，無所不用其極。
他們不顧市民的福祉，用盡手段拖政
府施政的後腿，阻延撥款申請。」
他續舉例指，去年年中由他提出的

消防修訂條例草案，便因拉布而胎死
腹中，「誰是受害者？是市民。」
他隨即呼籲，社會大眾是時候坐言

起行，反拉布並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以達到分秒必爭、建設香港。

襲擊立會保安可囚1年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IV部（罪行及罰則）
第十九條、干預議員、立法會人員或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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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中通社

唐英年：反對派態度消極梁君彥：「鼓底」今起或有警員候勤

據了解，昨晚立法會外由於有關人等形跡
可疑，警方於是上前調查，並在該人士

的側揹袋內檢獲一支懷疑氣槍，故拘捕扣查該
人。
「學生動源」昨晚在facebook上自爆指，昨
晚8時半，一名成員於立法會示威區一帶懷疑
因涉嫌藏有仿製槍械被捕，已被帶返港島中區
警署問話，又指被捕時同場並沒有其他成員在
場。
昨日有媒體引述消息指，該被捕的16歲姓劉

男生為劉康。翻查資料，劉康近日於「學生動

源」中異常出位，他在上月中一場代表葵涌循
道中學學生身份出席的校園記者活動，與林鄭
月娥大合照時透過手機屏幕展示「港獨」標
語，又在校內派「港獨」單張。

異常出位 被吹噓為「烈士」
事後校方向其作教育及警告，要求他不應在

校內、身穿校服或出席學校活動時宣傳未經校
方同意的議題，並約見其家長商討。
其後部分「港獨」組織即吹噓劉康為「烈
士」，而「學生動源」及「香港民族連綫」等

團體聲言遭到「打壓」，針對葵涌循道中學大
搞批鬥，發動數十人於該校門外派發「港獨」
傳單及搞事，滋擾學校日常運作，令學校要安
排學生改從後門放學。
當日亦有反「港獨」團體到場勸阻，卻遭
「港獨」分子惡毒詛咒「作古」。而教育局對
有關行為宣「獨」及企圖干擾學校的輔導工作
作出嚴厲譴責。至於劉康本人，校方當日以安
全理由讓其留校輔導，未有與校外滋事者會
合，「學生動源」隨後再次發動網上批鬥，聲
言他遭學校「禁錮」。
「學生動源」被視為過去一年多中學校園播
「獨」的黑手，去年暑假至9月開學期間煽動
部分中學生盜用所屬學校名義，於網上成立所
謂「本土關注組」，在校外「港獨」組織「供
貨」下於校內派發宣揚「港獨」單張，而部分
「本土關注組」後來更被揭發僅是個別已離校
畢業生成立，與在校學生並無關係。
隨後「動源」一度沉寂約一年時間，至上月
突然與另一「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連綫」結
盟，開宗名義搞「港獨入校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數十名示威者在立法會大樓外紮營「抗議」

修改議事規則，其中包括搞事的「港獨」組織成員。中學生「港獨」組織

「學生動源」稱，一名成員昨晚在現場因涉嫌藏有仿製槍械被警方拘捕。據

指被捕者為葵涌循道中學中五生劉康，他上月曾於學界活動中，在大批學生

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拍攝大合照時展示「港獨」標語。警方昨晚回應傳媒查

詢時證實，昨晚在中區添美道及夏慤道交界，一名16歲姓劉的男性因涉嫌藏

有仿製槍械被捕，案件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第一隊跟進。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雖已被另一名保安攔截，但仍一邊與其他保安衝
撞，更伸出手臂向其中一名保安箍頸，非常危險。 資料圖片

■■劉康劉康((後排紅後排紅
圈圈))上月中出席上月中出席
校園記者活動校園記者活動，，
與林鄭月娥與林鄭月娥((前前
排紅圈排紅圈))大合照大合照
時透過手機屏幕時透過手機屏幕
展示展示「「港獨港獨」」標標
語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