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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因譴責「熱血公民」議員鄭松泰

（蟲泰）於2016年立法會會議期

間在會議廳內倒插國旗，而根據

《議事規則》第49B(2A)條就譴

責鄭松泰議員的議案成立的調查

委員會，昨日召開閉門會議。委

員會主席梁美芬於會後表示，委

員會工作進展順利，已完成取證

工作，正準備起草報告，稍後將

再讓作供者確認作供內容，估計

可於4月底完成報告。據悉，委員

會認為從各種證據顯示，鄭松泰

已違反「行為不檢」及「違反誓

言」，故委員會將引用基本法79

(7)，對鄭提出譴責動議。

蟲泰倒旗或提譴責
報告最快4月完成

特區政府早
前將《廣深港高
鐵（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刊憲，該條例草案亦已在
立法會首讀和二讀，「一地兩檢」的
「三步走」程序終於走到最後一步。
高鐵香港段通車後，香港將與國家高
鐵網絡聯繫起來，大大縮短香港來往
內地各主要城市的時間。因此，我希
望立法會能務實、理性地審議「一地
兩檢」條例草案，在第三季前完成本
地立法程序，令高鐵香港段能夠如期
通車。
政府上周刊憲的條例草案內容，除
清晰訂明被列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
區」的指定範圍，視之為「處於香港
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亦列明在該
內地口岸區的法律適用及管轄權劃
分，包括界定何謂保留事項及非保留
事項。我認為，這些內容已釋除部分
人士對劃分口岸的疑慮，當然還有一
些內容需要當局解釋，例如部分香港
法制保留在「內地口岸區」實行的條
文詳情為何等，我承諾會將這些問題
帶入法案小組內討論。

深圳灣口岸成先例
其實「一地兩檢」是有先例可循，
香港市民常用的深圳灣口岸，早於
10年前便開始「一地兩檢」。回顧
這10年的經驗，深圳灣口岸的兩地
司法管轄區及分隔線清晰可見，兩地
執法人員亦嚴格遵守法律，至今無發
生過執法問題，人流物流的清關程序
亦方便順暢。深圳灣口岸每日處理的
出入境客量，由開通初期的3萬人
次，迅速增長至2016年的13.7萬人
次。既然「一地兩檢」是兩地出入境

管制合作的最佳模式，沒理由在深圳灣口岸行得
通，在西九龍高鐵站卻會出現諸多問題。
總括而言，我認為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條

例草案時，議員應從有利香港未來發展，及便利
市民生活為首要考慮。自特區政府決定興建高鐵
香港段及採用「一地兩檢」的安排，大多數市民
都表示支持，因為大家明白高鐵貫穿全國各個主
要省市，甚至透過「一帶一路」連接世界，一直
期待香港能夠參與其中。香港要進一步及更好地
融入國家的發展，高鐵香港段就要發揮最大效
益；而高鐵香港段要發揮最大效益，落實「一地
兩檢」就絕對是不可或缺的。

■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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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時 都 話 ，
「若要人不知，
唔好太……」講
緊嘅係最近有一
個後生仔想考入
境主任，但就口
不擇言喺「公海
group」形容警察
係「狗」，點知
被人起底，揭發
佢過往發佈過不
少 反 政 府 的 帖
文 。 有 網 民 認
為，唔識尊重公

僕嘅人無資格做公務員，去信入境處叫處方留
意。
事緣入境事務處最近聘請入境主任一職，不少

年輕人都有意投身該職位，並喺通訊軟件What-
sApp開「study group」分享下資訊。網上就流
出幾張來自「IO Interview Training」群組的截
圖，討論緊警察PC的職位，事件主角「Hung」
就話：「考得IO應該無咩興趣做『狗』」，暗
示警察係「狗」。
有人好言相勸，話：「都係打份工啫，唔好狗

狗聲咁難聽」，點知事主更講咗句「sorry，侮辱
咗啲狗」。在有關對話流出後，佢隨即被起底，
更被人發現其facebook有好多反政府訊息。有
facebook專頁就發起一人一電郵到入境處，「唔
識尊重公僕嘅人無資格做公務員！入境處請到佢
將會無運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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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
分子劉頴匡
早前成功經

福田口岸返回內地，另一「獨」
人陳國強更以沙田區議員身份多
次搞內地旅行團，就連公開支持
「港獨」分子梁天琦的《100毛》
女「偽人」盤菜瑩子（本名柯翠
婷）也獲「銀聯卡」賞識？
明撐「獨人」梁天琦，更曾詛

咒內地小孩「幾時死」的「盤菜
瑩子」，其facebook近日發佈多則
安信集團的WeWa 銀聯卡的廣
告，其中一條由WeWa銀聯卡特
約的廣告，她雖非該廣告的主
角，但戲份及出鏡場面不少。其

後，她又出帖宣傳該信用卡。果
然為賺錢「選擇性失憶」，就連
一向撐「獨」的她都「唔記得」
銀聯其實係中資企業呢？
一直針對「本民青政狗」的親

「熱狗」的 fb 專頁「廢除雙重
國籍行動」就睇唔過眼，出帖質
疑安信集團是否在未有知會
BCT銀聯集團的情況下，聘用
支持「港獨」的KOL，陷國家
於不義。

發動「熱狗」洗版 要佢冇得撈
該專頁自稱擁護「永續」香

港基本法，與「熱狗」的主張
相近，早前已發動「熱狗」到

盤菜瑩子代言的「健康飲品」
fb 專頁洗版，誓要佢冇得撈，
更引發咗一場「本土派」之間
的罵戰。
專頁喺追擊盤菜瑩子的帖文就

話，堅定反對一切「港獨」行
為，故號召「一齊抵制銀聯卡及
安信集團」，又發起「網上公
投」抽水，問有關的「中國企
業」搵「港獨」KOL 賣廣告嚴重
啲，定「港獨」KOL收錢宣傳
「中國企業」產品嚴重啲，落力
窮追猛打，睇嚟要搞到所有公司
聽到「盤菜」個名都怕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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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菜瑩子為錢「失憶」親「狗」專頁追住咬

■左右圖：盤菜瑩子拍銀聯卡廣告招惹獨派批評。
網上截圖

青年考入境主任
罵警是狗被起底

鄭松泰於2016年10月，出席立法會會
議期間，曾兩度走到建制派議員的

座位前，把放在枱上的五星旗和區旗倒
插。事後，建制派提出動議譴責，譴責議
案終獲通過，並交由調查委員會處理。

進展順利 正起草報告
梁美芬昨日於會後表示，調查進展順

利，現已進入起草報告階段，預料最快4
月份可向立法會遞交報告，隨後便進行
討論。
她續指，會上議員對「是否行為不

檢」、「是否違反誓言」及「是否就引
用基本法79(7)，提出譴責動議」等，都
有詳細討論。她還提到，由於早前法庭
已有判刑，對委員會的工作有很大幫
助，稍後需與證人確實其證供及意見，
相信須再召開會議，大約4月底便可完成
整份報告。

鄭違「行為不檢」「違反誓言」兩罪
據悉，委員會取證過程中，發現鄭松

泰曾透過facebook等途
徑，明確承認自己倒
插國旗的行為，加上
早前法庭亦判罪名成
立，判罰款5,000元，
此為相當有力的證
據。委員會同意，鄭
已違反了「行為不
檢」及「違反誓言」
兩項罪名，須引用基
本法79(7)提出譴責，
現正研究應該採用什
麼適合的譴責字眼，
期望4月底完成報告，最快5月之後在立
法會大會上展開辯論。
由於立法會秘書向委員會提交的文

件，是引用當年民主黨甘乃威被譴責的
文本，但委員認為，甘乃威只是對女職
員有非分之想，不涉及「行為不檢」及
「違反誓言」，譴責用字相當溫和，亦
不適合用在今次鄭松泰事件當中，故要
求秘書再撰寫新一份文本，譴責的用字

較強硬及具有方向性。
有委員認為，按照《議事規則》，有

關譴責動議須獲得在席三分之二議員贊
成，才能夠撤銷鄭松泰的議員資格。就
算建制派議員全數出席也只有39人，較
在席三分之二即46名議員的要求，尚有
很大距離。加上預料反對派將傾巢而出
極力反對，故有關譴責動議不獲通過的
機會很大。

補選被DQ的「港獨」分子
劉頴匡，昨天帶同號稱「世界
第一臭」的瑞典鹽醃魚罐頭前

往沙田民政處，向選舉主任討說法。其實，劉頴匡
被DQ的原因好清楚，他根本就是去搵晦氣，送臭
魚的「小學雞」行為，只能令港人更加認清他們幼
稚、無能的本質，這種人邊有資格做立法會議員。
這種臭過臭魚的「小丑」，如果香港要靠他們，真
是「香港變臭港」。

劉頴匡聲稱攜帶「世界第一臭」罐頭的作用是，
讓選舉主任「感受香港市民面對腐臭不堪的選舉制
度的難受和不堪」。但他不知道的是，世界上比臭
魚罐頭更臭的，是「港獨」，「港獨」才是臭不可
當、令人作嘔，只有「過街老鼠」才喜歡。臭魚罐
頭雖臭，只是聞起來臭，吃起來香，而且營養豐
富，「港獨」則毒害深遠，掂親就死，劉頴匡自己
就是受害者，真是唔識死。

劉頴匡認為，選舉主任DQ他的原因不清楚，他
指自2017年底開始，自己已公開表明不支持「港
獨」。但明眼人都知，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港
獨」分子，突然改口不過是權宜之計，以應付選舉
要求。這種人毫無原則同底線，只要有着數，什麼
都做得出，今天為了選舉可以反「港獨」，明天就
出賣香港，這種反覆無常的小人，無資格參政議
政。

近年有不少年輕人參政議政，本來是好事，但當
中有人患上「政治幼稚病」，如「青症雙邪」梁游
瀆誓播「獨」等，以為出位，其實「偷雞不成蝕把
米」，奉勸「小學雞」政客，想問政，還是先成熟
啲啦。 ■趙興偉

劉頴匡，最臭是「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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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2名美
國國會議員早前提名「雙學三丑」黃之
鋒、羅冠聰及周永康角逐今年諾貝爾和
平獎。全國政協委員、資深大律師胡漢
清昨日質疑，美方旨在透過提名打擊內
地和香港利益及形象，因三人根本不符
合促進世界和平、民族團結等評審準
則，而美方聲稱三人保障香港獲《中英
聯合聲明》所保證的自治，但《聲明》
內容已寫進基本法，故行為實屬干預香
港法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
也指，三人獲美方提名對香港民主沒有
幫助，也有威脅國家安全甚至分裂國家
的意味。

打擊兩地利益及形象
胡漢清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質疑美國國會議員提名黃之鋒等三人，
是真誠、客觀及符合評審準則的提名，
抑或是充滿政治色彩、打擊內地和香港
利益及形象，「講俗啲就係玩嘢。」
他指出，和平獎的初衷是頒給「為

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
軍隊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
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故三
人根本沒有獲獎甚至被提名的資格，他
們被提名是為和平獎貶值，更被利用作
為打擊中國的工具，又說和平獎並非
奧斯卡金像獎，「唔會注意公眾收視

率。」

籲港人勿被外國勢力利用
對於三人因「佔領」行動而被提名，

胡漢清質疑當時本地社會沒有明顯不公
導致「公民抗命」，故「佔領」的推動
力未必全部來自香港，呼籲勿被外國勢
力利用：「話咁快啲水、帳幕、日用
品、氈全部送到，加埋外國傳媒，連軍
事行動都不及佢哋。有無調查香港係咪
已經變咗亂華基地呢？」
美國國會議員的聲明稱，三人的行為

是保障香港獲《中英聯合聲明》所保證
的自治。胡漢清反駁指，根據《聲明》
第三條第十二款，《聲明》內容都已法
律化，成為基本法，英國國會在1989年
逐條審議並通過最後草稿，1990年由全
國人大會議通過，之後《聲明》已再沒
有任何作用：「你美國話中央同特區政
府無根據個《聲明》做嘢，因為《聲
明》喺聯合國註冊咗，所以有監管權，
所以要出聲，不過聲明內容入晒落基本
法，一個國家可以干預其他國家嘅法律
咩？」
他更指，美國國會議員職責是維護美
國利益，並非維護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利
益，故他們是次提名三人，肯定是從美
國利益為出發點，批評他們濫用美國國
會議員公職身份。

劉兆佳：美以港對抗中國

劉兆佳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認為，美
國國會議員的舉動，是以香港作為對抗
中國的棋子，也把香港捲入中美關係，
成為兩者之間的磨心，對香港及「一國
兩制」發展不利，也牽涉國家安全問
題。
他又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及國
情咨文等，都視中國為主要對手，故令
中央必然以國家安全來看待香港問題，
以更警惕角度對待香港事務，當中央認

為形勢越來越具威脅，對維護主權完整
的態度將會更強硬，對來自西方的批評
將會更敏感，對嘗試爭取外國支持的組
織將會更強硬應對，故不要以為透過此
舉就可為香港「民主運動」取得更多
「談判籌碼」。
劉兆佳提到，黃之鋒等三人經常到

外國交流，尋求西方支持，即使今次
是外國政客主動提名，三人亦應與外
國保持距離，避免令人聯想勾結外國
勢力，而反對派也應避免尋求外國勢
力支持。

胡漢清：提名「雙學三丑」意在「玩嘢」

■上下圖：有疑似入境事務主任報考者作辱警留
言。 網上截圖

■胡漢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 攝 ■劉兆佳 資料圖片

■■梁美芬梁美芬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