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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同學：我很不同意反對派
議員製造混亂，拖延「一地兩
檢」草案的審議。高鐵「一地

兩檢」那麼方便，所有市民都歡迎。反對派不講
道理，喪失民心。高鐵「一地兩檢」勢在必行，
反對派這樣搞小動作拖延，只是在浪費香港人時
間。

為政治目的 損市民利益
張同學：我很贊成高鐵「一地兩檢」，快捷

方便。我還沒去過內地，如果高鐵通車，我也
會和父母坐高鐵去內地旅行。議員們表達意見
沒問題，但應該理性討論，以事論事，不應該
用偏激手段破壞議會秩序。反對派議員這樣

做，我相信是出於政治目的，不惜損害市民利
益。

沒「一地兩檢」轉車很不便
伍先生：這些反對派議員很不對，明知「一地

兩檢」一定實行，還是不擇手段阻延。我很贊成
高鐵「一地兩檢」，多方便。沒有「一地兩
檢」，那何必花那麼多錢建香港高鐵，都在深圳
搭高鐵便好。建香港高鐵就是為了不用在深圳轉
高鐵，又要轉車，又要多通一次關，去旅行行李
多，這樣轉車很不方便。

人人都贊成「攞港人較飛」
陳先生：根本沒理由反對高鐵「一地兩檢」，那

麼方便，你去問問普通市民，問十個，十個都贊
成。這班反對派議員完全不為市民利益着想，一味
胡攪蠻纏，為反而反。香港人為建高鐵都花了上千
億元公帑，反對派這樣搞法，簡直「攞香港人較
飛！」

完全不講理 不配做議員
黎先生：這些反對派議員不配做議員，完全不

講道理！高鐵「一地兩檢」多方便快捷，以後去
內地旅行方便很多，以後坐高鐵就再也不用多次
轉車、多次過關那麼麻煩。這些反對派議員常常
「諗埋一邊」，但他們所「諗」，又是歪理謬論
一大堆，只有破壞，沒有建設。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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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小動作拖延 浪費港人時間

各界撐葉太 譴責反對派搗亂
主流民意挺「一地兩檢」奉勸勿與民為敵

立法會《廣深

港高鐵（一地兩

檢）條例草案》

委員會昨日開會期間，反對派議員為阻撓草案通

過，採取了種種不文明的粗暴行為，引發會場混

亂，破壞會議秩序。香港各界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均表示強烈譴責，批評反對派議員為反

而反，肆意妄為，擾亂會議正常運作。他們強調

支持葉劉淑儀對事件的處理手法，並指支持「一

地兩檢」是社會主流民意，奉勸反對派議員勿與

廣大市民為敵，期望條例盡早通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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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草
案委員會昨日下午
準備進入討論是否

以委員會的名義提出修訂的部分時，
一眾反對派議員以為會議廳內不夠
人，於是齊齊離開會議廳欲製造「流
會」。當點算出席人數的鐘聲響起，
建制派議員相繼返回會議廳，而反對
派議員仍「懵盛盛」站在議會外，至
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把每名議員提出
的修正案合併表決時，反對派才如夢
初醒，大叫大嚷，要求逐條表決。擾
攘一輪後最終重新逐條表決。
一眾反對派搞流會不成而獻醜，其
間，民主黨議員黃碧雲一度衝到主席
台搶咪，葉太反駁指「剛才我有問合
併表決（『人民力量』）陳志全提出
的修訂，但陳議員未有提出反對。」
一眾反對派議員於是突然起立，舉起
標語、高呼口號。
葉太於是提出，既然有議員反對，

須諮詢全體議員意見。此時，反對派
只掛住喊口號，未有投票。
葉太再諮詢法律顧問意見後，決定逐

條表決。葉太指，根據議事規則和慣
例，委員會不需要如財務委員會般響鐘
表決，主席讀畢修訂欄目便可以進行表
決。再進行表決時，反對派議員繼續叫
口號吵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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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港區省級政協委
員聯誼會會長施榮懷表示，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葉劉

淑儀及時制止反對派議員的粗暴行為，做法十分合理，顧全
大局。

施榮懷：損港整體發展利益
施榮懷指，香港大部分市民支持「一地兩檢」，為何反對
派議員硬是要把個人意志強加於他人？這樣實在有損香港整
體發展利益，對香港市民沒好處。現時立法會積壓了許多有
待審議的議案，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長期為反對而反對，虛
耗納稅人的金錢、虛耗社會資源。

王惠貞：為反而反不得人心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
批評反對派為反而反的行為不得人心，反對派議員提出的很
多問題都不具建設性，旨在用盡辦法阻止「一地兩檢」議案
通過。她指出，根據以往民意調查，超過八成以上的市民贊
成通過「一地兩檢」，而高鐵和「一地兩檢」均能有效促進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看不到任何阻止議案通過的理由。

陳勇：支持葉太處理手法
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表示，反對派嘴
裡的所謂民主是劣質民主，部分民主國家普遍存有以不合情
理的方式大肆炒作，從而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行為，香港的
反對派亦存有類似的行為，實在不能讓人信服。
他引述過往民調，指大部分市民支持「一地兩檢」議案通
過，反對派應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不要提出任何沒有實
質性理據支持的所謂建議。他支持葉劉淑儀對事件的處理手
法，並認為事件反映出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的必要性。

蔡毅：與主流民意對立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表示，反對派
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一地兩檢」，實在是與香港主流民意
對立，皆因各方民意調查都反映市民普遍支持「一地兩檢」通
過，廣深港高鐵通車是對香港百利而無一害的。
他指出，反對派在會議上肆意搗亂的做法實是與香港市民為
敵，奉勸反對派議員以香港的發展、長遠利益考慮，不要再一
意孤行。他認為葉劉淑儀的做法符合大原則、大方向，切實關
注民意所向，以果斷的方式維護了香港的利益。

馬浩文：不應作無謂政治炒作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會長馬浩文表
示，香港社會普遍希望「一地兩檢」通過，反對派議員的行
為有違民意。倘若反對派不喜歡高鐵、不認同「一地兩
檢」，大可以不坐高鐵，但不要影響別人，更不要作無謂的
政治炒作，讓香港市民熱切期盼的高鐵項目一拖再拖，不利
香港長遠發展。

■■大批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昨日的會議大批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昨日的會議
上不斷叫囂上不斷叫囂、、謾罵謾罵，，甚至衝至主席台前甚至衝至主席台前
搶咪搶咪。。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81%網民認同勿阻撓草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反對派議員阻撓「一地兩檢」的
通過，反指「一地兩檢」草案委
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處事不按規
矩，市民怎樣判斷？《經濟通》
和《晴報》昨日展開網上民調，
題目為「立法會審議『一地兩
檢』條例，港鐵主席馬時亨認為
夠票通過，籲議員『勿阻地球
轉』，你認同他的說法嗎？」截
至昨晚11時，有1,129人投票，
81%網民表示「認同」，僅得
18%人表示「不認同」，「無意
見」者佔1%。

「見到被抬出場真係心涼」
看畢該委員會審議過程的網民

「Nordost」留言指︰「班反對派
主要都係重複問有冇違反基本法
（第）十八條：『全國法律不在
港實施……』，（運房局局長）
陳帆話冇違反，佢地（哋）話
有，咁就問足幾十個鐘！謝偉俊
叫佢地（哋）有乜唔滿意，咪JR
（司法覆核）解決，就唔應該在
法案委員會時期搞破壞！葉劉呢
鋪算好忍得，不過今日係dead-
line（死線），佢都表現番（返）
佢嘅硬朗作風！拉人封艇！見到
嗰幾條賣國賊被抬出場，真係心
涼！當然，佢地（哋）所謂『抗
爭』，都係做戲俾（畀）佢地
（哋）D（啲）無知選民睇
啫！」

本地立法過首關 下月二讀

■逾八成網民認為不應
阻撓立法會審議「一地
兩檢」條例草案。

網頁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
案委員會昨日終完成審議，在
混亂中以 30 票贊成、13 票反
對、1票棄權通過草案，反對派
所提出逾 40 條修正案亦遭否
決。草案將於下月6日提交立法
會恢復二讀，意味有關安排可
以繼續前行。

陳帆：目標仍是9月通車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於會議

後會見傳媒表示，今年9月通車
的目標仍然是特區政府努力工作
的前提，局方亦預計到草案二讀
時「仍然有很艱巨的工作需要處
理」，政府亦需要確保整個條例
在今個立法年度完成審議，才可
以確保高鐵香港段在9月通車。
經過昨日朝九晚六的開會，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昨
日下午進入表決階段，就各項修
正案作表決投票。最終，委員會
昨日全數否決反對派提出的數十
項修正案，包括陳志全提出將
「內地口岸區」「攔腰劏開」，
「1米以下才屬內地管轄」的修
正案。陳淑莊的修訂，則將內地
權力僅限於出入境、海關與檢
疫。

多項修訂於兩小時討論完畢，
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一度將「人
民力量」議員陳志全的4項修訂
一併表決，但由於反對派當時打
算搞事，不在會議室內（見另
稿），其後發現時才衝上前理
論，葉劉淑儀之後改回逐項表
決，但每項表決平均十幾秒亦處
理完畢。
葉劉淑儀於會後被問到如何回

應反對派質疑，為何平均只用了
十幾秒，便表決一條修正案時形
容，「今次是否以委員會名義提
出修訂，全體議員亦相當明白，
以一個議員的智慧，按鈕是幾秒
就做得到的事。」

葉太：表決按鈕只需幾秒
再被追問十幾秒是否合理時，

她反問：「其實其他人都做到，
佢哋（反對派議員）係咪特別低
能呢？」她強調，議事規則沒有
規定表決的時間。
被問及是否認同委員會主席葉

劉淑儀處理會議秩序的手法，陳
帆坦言，昨日的議會狀況「的確
很難處理」，現場環境和部分議
員的行為的確對整體進程有很大
影響，相信大家會評斷處理是否
適當。

逾90%人支持「一地兩檢」
至於會議情況混亂是否反映

「一地兩檢」有大爭議，陳帆就
表示︰「我相信在我們以往透過
許多普查和了解的情況，絕大部
分香港市民都是支持高鐵，亦支
持『一地兩檢』。在許多調查數
據中，包括了我們進行了兩場公
聽會，都是超過90%的出席人士
支持『一地兩檢』。我相信這很
清楚代表香港市民的意見，亦代
表大部分人的意見。」
就「內地口岸區」的設置，

陳帆強調，必須等待立法工作
完成、條例生效後「內地口岸
區」才會存在。不過，在「內
地口岸區」存在前，為方便準
備工作，內地有關人員需要有
時間來香港了解、實習和演
練，他表示會按內地工作人員
來港的既定機制處理，「我們
會在需要之間採取平衡，盡可
能將提前開通『內地口岸區』
的時間減到最少。」
陳帆又重申，「一地兩檢」符

合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並不存在
所謂「割地」和違法的問題，日
後會繼續向市民解釋「一地兩
檢」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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