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衛香港運動」近
30人昨日遊行至立法

會大樓前請願，支持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保
衛香港運動」主席傅振中指出，在審議修改議事
規則期間，反對派為了拉布而無所不用其極，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更借提出南京大屠殺休
會待續動議拉布，以大屠殺中的死難者作為拖延
審議修改議事規則的政治工具，言行離譜。不
過，他們相信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立法會明
年3月補選以至日後的其他選舉中，一定會以選
票表態。

挺 改 議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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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票通過改議規 反對派料未甘休
24項修訂阻拉布肆虐 建制派仍須保持警覺

在立法會昨日審議
修改議事規則期間，
聲言抱着「必死覺

悟」的反對派議員，在議事廳大肆搗
亂，不單瘋狂點人數，不時叫喊口號，
更多次試圖衝往主席台，但全部被保安
員「神攔截」。許智峯、朱凱廸等則再
次「出動」發出聲響的防狼器，阻礙議
會辯論。朱凱廸更以鐵鏈纏腳，試圖阻
止自己被驅逐離場。全日共有11名反對
派議員因為行為不檢，最終都被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驅逐離場。

許智峯響防狼器搞事
會議甫開始，議事廳內就出現防狼器
的聲響，保安員發現響聲由許智峯附近
傳出，但許「詐傻扮懵」，舉起雙手稱
防狼器不在其身上，更主動離場。擾攘
一輪後，保安員發現許智峯把防狼器鎖
於其座位的抽屜內。梁君彥要求許交出
鎖匙不果，直斥其行為極不檢點，裁定
他不能參與全日的會議。保安其後取出
防狼器，令議事廳回復短暫的寧靜。
在進入提出擬議決議案的議員最後發
言階段，朱凱廸突然站起身要求提出
「規程問題」：「我要繼續抗議呢個立
法會即將變做人大」，並拉起寫有「不
做人大」的白布。代主席李慧琼提醒其
發言並非規程問題，要求他立刻坐下。

被「熄咪」的朱凱廸隨即製造混亂，
響起防狼器並高叫口號，邵家臻、張超
雄等就走到其身旁，舉起交叉手勢。李
慧琼多次警告朱凱廸：「如果你再不停
止叫囂，以及將擴音器收返，我會命令
你離席！」但對方無視警告，繼續高叫
口號，李慧琼遂下令他離席。

朱凱廸「自鎖」照被抬
多名保安員按命令上前，竟發現朱凱

廸以鐵鏈將自己的腳綁在座椅上，企圖
阻止被驅逐離場。議會一片混亂，李慧
琼亦無奈宣佈暫停會議。保安員其後找
來一把大鐵鉗，由6名保安員合力阻止
朱凱廸亂動反抗，終把鐵鏈剪斷，並將
他抬出議事廳。
鬧劇上演不足兩小時後，陳志全完成

發言後即離開座位並不斷叫囂。梁君彥
多番警告後要求他離場，他高聲發難：
「唔走得唔得呀！」並響起防狼器。其
後返回座位，嘗試效法朱凱廸以鐵鏈把
自己鎖着，但被保安員成功阻止。被抬
起的陳志全仍不斷掙扎，又發出咆哮的
叫聲，最終需由4名保安員合力抬走。

多人圖衝主席台被截
議會秩序恢復不久，反對派開展一連

串的衝主席台行動：在謝偉俊完成發言
後，張超雄緩步離開座位，走向主席
台，更高叫口號；邵家臻亦舉起示威標
語，加入行動，二人被保安員成功攔
截。梁君彥不斷要求兩人返回座位不
果，故勒令他們馬上離開會議廳。兩人
被保安員驅逐離場，其間部分議員企圖

出手阻礙，梁君彥宣佈暫停會議。
會議恢復後，反對派議員繼續叫囂，

毛孟靜一度出動「大聲公」，之後手持
議事規則嘗試衝向主席台，被保安員成
功攔截。毛孟靜其後在多名保安員包圍
下，自行離開議事廳，其間一度「疑
似」跌倒。同時，鄺俊宇、涂謹申及梁
耀忠把議事規則當成「道具」，在叫囂
的同時將它一頁頁撕毀。梁君彥多次警
告後，下令將3人驅離現場。被保安員
驅逐期間，涂謹申仍不忘繼續「撕議
規」，動作如同撒溪錢。
其後，郭家麒及譚文豪亦以同樣手

法，舉起示威標語、離開座位走向主席
台，被梁君彥命令退席，兩人同被保安
員驅逐離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趙 先
生 ： 立
法 會 通

過修改議事規則是好事，因為反
對派「成日嘈喧巴閉」，以拉布
破壞議會秩序，希望修訂議事規
則後可以令議案快點處理，唔好
再拖住拖住，也可以令反對派沒
這麼容易「玩嘢」，白白浪費公帑。

市民喜見亂局「畫句號」

蘇太：反對派近年經常無理取
鬧，包括生果金「出雙糧」及興
建公屋的議案也遭拖延，濫用議
會的拉布權力，令議會近乎癱
瘓。而在議會內大撒「溪錢」這
種抗議方式是胡鬧，讓別人笑
話，所以我原則上支持修改議事
規則。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堵十大漏洞阻拉布
修訂前

反對派製造「流會」，要待最少一周才
可復會

現時法定人數為35人，反對派狂點人數
兼全體不出席，容易「流會」

反對派經常針對某項法案提出數以千計
的修正案拉布

呈請書只須20人站立支持就可交付專責
委員會處理，令機制變成政治表態工具

反對派濫用休會待續動議，發言拉布

反對派利用縮短點名表決鐘聲動議作無
謂辯論

有議員曾動議不將已二讀的法案交付內
務委員會處理，觸發辯論，浪費時間

現時法案由首讀至三讀，及由立法會大
會轉到全體委員會又回復到大會之間的
程序，有不少讓反對派鑽空子的地方

朱凱廸曾毋經預告提出動議，要求新聞
界及公眾人士離開會議場地拉布

立法會換屆後選舉新一屆主席時，由資
歷最深的議員負責主持會議，但上次
「街工」梁耀忠主持會議時就出現混亂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修訂後

立法會主席可命令於任何時間恢復會議
或召開會議

下調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至20人，減
低「流會」機會

立法會或委員會主席有權選擇和合併類
似的修正案，及不准提出瑣屑無聊或無
意義的修正案

將門檻上調至35人，減低濫用風險

全體委員會主席可不批准提出有關議
案，或毋須經辯論直接表決

有關動議須在1分鐘後點名表決，毋須
辯論

有關動議須獲立法會主席同意才可提出

簡化及釐清有關程序，如二讀法案的議
案如獲通，即交付予全體委員會等

有關動議須獲立法會、全體委員會、委
員會或小組委員會主席同意後才可提出

改革選舉主席機制，由立法會秘書長主
持有關會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嘉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在議事規則表決後聲
稱，他們「沒有輸」，未來會繼續
「打仗」，並「百倍奉還」云云。
在表決期間，被趕離會議廳的11名

反對派議員，包括朱凱廸、邵家臻、
張超雄、毛孟靜、許智峯、譚文豪，
連同多名議員助理，昨日傍晚 6 時
半，到立法會會議廳外示威，大叫
「立法會不是人大」、「不怕保皇走

狗」、「香港人不會放棄」等口號，
但被10多名保安員築成人牆阻擋，不
准進入綠地毯範圍，其間朱凱廸更稱
建制派是「走狗」和「×街」云云。
他們在表決後會見記者。「民主派

會議」召集人莫乃光聲稱對議案獲通
過「十分遺憾」，但口硬稱他們「沒
有輸」，並聲言日後會「百倍奉

還」。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稱，當國歌法以

至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等提交立法
會時，他們會不斷拖延到明年3月補
選後，更稱到2020年要爭取立法會內
過半數議席云云。「人民力量」議員
陳志全則恐嚇稱，建制派往後「絕對
不會有好日子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昨日在北京述職的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見傳媒時，被問及對於立法會
通過議事規則修訂時回應說，自己有留意相關消
息，知道有關動議在有討論、有爭議，甚至有肢體
碰撞後，已經獲得通過，希望可令過去兩個月見到
的紛爭告一段落，讓立法會恢復正常運作，政府的
議案亦可繼續進行，只要經過相關法案委員會審
議，就可提交立法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遏止拉布歪風而醞釀多

時、由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提出議事規則修訂，終全數獲得通

過，包括將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由35人減至20人；

「流會」後主席可在任何時間、任何日子要求復會；立法會大

會或委員會主席有權選擇和合併議員提出的、內容類似的修正

案，及不准提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等。建制派議員相

信，反對派將無法再肆意拉布，但認為這次只是勝出首仗，反

對派日後仍會想辦法「鑽空子」，以新的手段癱瘓議會及政府

的運作，建制派需要保持警覺。

立法會會議昨日進入審議修改議
事規則的第四天，反對派議員

繼續以不同方式擾亂議會秩序，令
會議兩度暫停，其間11名反對派議
員先後被驅逐離場（見另稿），惟
不斷拖延時間最終亦徒勞無功。下
午4時許，立法會開始表決11項沒
有修訂議案的擬議決議案，其中由
反對派議員提出的10項均被否決，
由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代表
委員會提出的1項議案則獲通過。
大會其後表決由建制派「班長」
廖長江提出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
議案，結果功能組別有22票贊成、5
票反對、1票棄權，地區直選有15票
贊成、7票反對，議案在分組點票下
均以大比數獲得通過。
表決後，廖長江及民建聯陳克勤

分別提出其投票系統出現問題，要
求表決在案兩人均投贊成票，秘書
處即時更正。至於多名反對派議員
就該議案動議的修訂議案則全數被
否決。

減全委會法定人數防流會
獲得通過的24項修訂，劍指反對
派再拉布的可能性，包括將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由35人減至20
人，減少「流會」機會；「流會」
後主席可在任何時間、任何日子要
求復會，以加快議會的效率。防止
拉布的修訂還有立法會主席倘認為
休會待續的議案屬濫用程序，可禁
止提出或毋須辯論、直接表決，可
合併延伸至禁止議員提出瑣屑無聊
或無意義的修訂。
此外，以呈請書成立專責委員會
的門檻將由20人提高至35人，防止
機制再被反對派議員濫用。

是次修改議事規則在立法會用了
近36小時處理，其中實質辯論只有
約20小時，其餘時間分別被反對派
的拉布伎倆消耗，包括24次點算法
定人數，浪費近5小時的議會時間，
而處理規程問題亦用了大約4小時。
由於反對派大肆擾亂議會秩序，審
議期間共暫停會議8次，虛耗5小時
30分鐘。

民建聯：議會回復安寧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在會後表

示，修改議事規則的過程歷時十分
長，建制派日以繼夜守護議會，終
成功爭取修改議事規則，令議會回
復安寧，有機會重回正軌，「至少
反對派過去一直用的拉布、點人數
手段，都不會再可以放肆地阻礙議
會運作。」
但他相信，反對派仍會想辦法

「鑽空子」，以新的手段癱瘓議會
及政府的運作，故建制派要保持警
覺。

工聯會：修訂審慎合理
工聯會對議案通過表示歡迎，認
為相關修訂是審慎和合理的，既可
以保留議員的權利，也可保留立法
會議事的時間。其中，全體委員會
階段的法定人數降至20人，將可減
低流會的機會，增加議會議事效
率。
工聯會續指，修訂能適時應對社
會轉變，回應市民對議會工作的要
求，讓立法會回復正常的運作機
制，符合香港基本法規定立法機關
的職能。是次修訂的通過將可令立
法會在審議公共政策及財務撥款均
可重回正軌。

林鄭盼立會回正軌

李先生：希望修訂議事規則後
可以令拉布絕跡，因為拉布真的
妨礙議會正常運作，直接影響民
生議題，香港的基層弱勢十分需
要政府提出的改善生活措施。同
時，香港的經濟發展也十分重
要，沒有拉布，相信基層生活會
更好，經濟也會有增長，最好少些拉布。

何先生：拉布不對，議會內應
遵從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經常拉
布導致不少基建工程出現超支情
況。近日高鐵「一地兩檢」議案再
遇拉布，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根本不存在「侵犯」香港司法管轄
權的問題，且興建高鐵原因在於方
便，不應「因一小撮人不想回內地而拉布」。

反對派連出陰招 保安用命「神攔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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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逐11人 會議廳外發爛渣

■■議案獲通過後議案獲通過後，，多位建制派議多位建制派議
員舉起大拇指員舉起大拇指，，示意示意「「打勝打勝
仗仗」。」。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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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全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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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咆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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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員把
朱凱廸的鐵
鏈剪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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