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譴責鄭松泰表決結果（註）

贊成：39人

民建聯12人：黃定光 李慧琼 陳克勤

何俊賢 梁志祥 葛珮帆

蔣麗芸 周浩鼎 柯創盛

張國鈞 劉國勳 鄭泳舜

工聯會5人：黃國健 麥美娟 郭偉強

何啟明 陸頌雄

經民聯5人：林健鋒 梁美芬 張華峰

盧偉國 劉業強

自由黨4人：張宇人 易志明 鍾國斌

邵家輝

新民黨2人：葉劉淑儀 容海恩

「實政圓桌」1人：田北辰

勞聯1人：潘兆平

獨立/無黨派9人：廖長江 陳健波 謝偉俊

姚思榮 馬逢國 吳永嘉

何君堯 陳振英 謝偉銓

反對：25人

民主黨7人：涂謹申 胡志偉 黃碧雲
尹兆堅 林卓廷 許智峯
鄺俊宇

「議會陣線」6人：毛孟靜 朱凱廸 陳志全

梁耀忠 區諾軒 范國威

公民黨5人：郭家麒 郭榮鏗 楊岳橋

陳淑莊 譚文豪

「專業議政」5人：莫乃光 梁繼昌 葉建源

邵家臻 李國麟

工黨1人：張超雄

獨立1人：陳沛然

註：鄭松泰避席無投票，經民聯石禮謙及民

建聯陳恒鑌因病求診缺席，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按慣例不投票
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盲撐辱國者失議員資格
吳女士：反對派根本就是為反

對而反對，鄭松泰做出如此行
為，除了侮辱國家，更侮辱了自
己的人格，但反對派仍然撐他，
完全是盲目，這些人根本都沒有

資格做議員。他們應該做一些有益市民福祉的
實事，而不是這些無謂事情。

盡顯反對派不尊重國家
李女士：這些反對派正事又不

做，只做無聊事，平日已經不斷
在議會內拉布，令建築等不少行
業的打工仔生計大受影響，香港
經濟也差點被拖垮。現時鄭松泰

更做出倒插國旗這種侮辱國家的行為，實在非
常不當，最令人不滿是其他反對派竟仍維護
他，可見他們對國家同樣毫不尊重。

暴露其逢中必反真面目
胡先生：鄭松泰等人逢中必反，

不只經常在立法會上搗亂，還倒插
中國國旗，他自己是中國人，卻不
尊重自己的身份，是不可接受，搞
政治不應該這樣搞。立法會譴責鄭

松泰的動議，反對派中人早就聲言反對，在他們
包庇之下，相信最終都無法譴責到他。

議員應多關心民生實事
鍾先生：鄭松泰好蠢、好幼

稚，可能他還太年輕啦，雖然香
港有表達自由，但他那次（倒插
國旗）的行為，無疑是搬石頭砸
自己的腳。作為議員，市民選你

出來代表他們，應該多關心和處理民生實事，
例如經濟發展等，不應該做這些不必要的行
為。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3

譴責案未獲三分二支持遭否決 鋪路包庇許智峯

反對派盲撐
放生鄭松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在立法會審議譴
責鄭松泰議案時，一眾建制派議員發言時均批
評，鄭松泰倒插國旗的行為，對國家以至市民都
是一種侮辱，而他身為議員，知法犯法，即使被
法院裁定有罪仍毫無悔意、堅拒認錯，更反映他
並非真心效忠國家及特區政府，違反宣誓的誓
言，無資格擔任議員，其他反對派中人更不應該
護短，助長歪風。

李慧琼：反映非真心效忠國家特區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發言時指出，鄭松泰公

然侮辱國旗區旗，反映他並非真心實意擁護基
本法，亦不效忠國家及特區政府。當時，鄭松
泰不理會建制派議員及主席多次勸喻以至警
告，繼續侮辱國旗區旗，「只要細心思考，就
會認同鄭松泰並非一時貪玩，而是刻意表達他
對於國家以及特區嘅否定態度。」
她批評，鄭松泰在就職宣誓時已「加料」，
高叫「全民制憲，重新立約，港人為大，香港
萬歲」等，是將其否定香港基本法，以及「民
主自決」的政治立場「僭建」於誓詞之內。
李慧琼續引述鄭松泰的多篇文章，內容包括

提倡「香港建國」等，並批評他利用議會「播
獨」，而非真心誠意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不符合擔
任立法會議員及參選資格。

廖長江：辱國辱民行為激社會公憤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強調，倘一個地方的
立法機關對侮辱國家的行為可以「視作等閒」

或「一笑置之」，將令公眾形象受損。是次事
件在莊嚴的立法會會議中發生，影響更為深
遠。

蔣麗芸：立法者知法犯法罪無可恕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批評，一個立法者知法犯

法，在眾目睽睽下做出違法事情，對國家不尊
重，踐踏市民的尊嚴，實罪無可恕：「鄭松泰
說是建制派欲加之罪。誰欲加之罪？數百萬香
港市民從電視中，看到他的一舉一動，市民的
心是雪亮的！」

陸頌雄：尊重國旗是公民基本責任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強調，尊重國旗是公民的基
本責任，鄭松泰最後被裁定侮辱國旗罪名成立，
令市民大快人心。議會有責任把歪風撥亂反正，
反對派應當機立斷，與鄭割席。

謝偉銓：侮辱國旗怎可續擔當議員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銓質疑鄭

松泰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你不尊重國家，
又怎能按宣誓內容效忠特區？你公開侮辱國旗
區旗，毫無悔意，實屬行為不檢，又怎可以繼
續擔當議員呢？」

梁美芬：議員應反思立會議事文化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強調，身為議員必須遵守

議事規則，不可以為所欲為而是次事件已成為
國際醜事，希望議員反思立法會的議事文化，
重拾議會的基本尊嚴及文化素養。

建制派：辱國無悔意 護短助歪風

反對派盲目
包庇，令鄭松
泰輕鬆避過被

立法會譴責，但他在甩身後堅拒
向其他反對派中人道謝，稱如道
謝就是「不尊重他們緊守投票本
份」。有其他反對派中人則稱，
他們並不贊成鄭松泰倒插國旗區
旗的做法，但不想再有反對派議
員被DQ，最終通過「抽生死籤」
的方式，決定由誰發言死撐。

「抽籤」發言撐「有罪」者
為保鄭松泰，其他反對派一直

在會議廳內維持足夠人數。就連
愛在會議廳外與傳媒「吹水」的
民主黨議員林卓廷，也乖乖在會
議廳內坐定定。有反對派議員
稱，他們此舉是要避免建制派
「突擊」，在會議廳內較少反對
派議員時匆匆表決。
不過，原先預計譴責議案要經

過長時間的辯論才能付諸表決，
但因為鄭松泰自己避席，而其他
反對派議員在辯論時十分「克
制」，每個板塊只由一名代表發

言，令昨日的辯論連表決僅用了
兩個多小時。有反對派議員私下
透露，原來不少人都是在「不情
願」的情況下發言撐鄭松泰的。
該議員解釋，其他反對派中

人認為，鄭松泰倒插國旗區
旗，已被法院裁定有罪，「法
庭已明確表明有罪，立法會點可
以說無罪？」不過，他們不想再
有自己陣營的議員被DQ，於是
以「抽生死籤」的方式決定誰人
負責發言。

鄭稱「道謝」就是「不尊重」
鄭松泰在動議不獲通過後會見傳

媒時稱，議員本分是議事和投
票，故他不會多謝其他反對派議
員緊守崗位投票，否則就是「不
尊重」，又稱譴責動議的背後牽
涉議事規則的用法是否「正義」，
故「唔係話幫助唔幫助」。
和鄭松泰友好的「青城派國

師」陳云根，更發帖稱毋須感謝
「泛民」，「他日再報『泛民』
出賣香港的血海深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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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搲爛面」力保 蟲泰唔領情

譴責議案由議員謝偉俊提出。
建制派在辯論期間批評鄭松

泰辱國辱港、知法犯法更毫無悔
意，並違反立法會誓言，理應被
取消議員資格（見另稿）。

反對派稱非「大過」罪不致死
其他反對派中人發言為鄭松泰辯
護。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聲稱，他雖
不認同鄭的行為，但對方已受法庭
處分，其行為更非「大過」，故建
制派是「小事化大」，以此作藉口
去褫奪議員資格。
會計界議員梁繼昌承認，鄭松
泰所為不適當兼無聊幼稚，但他
並非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
而事件的嚴重程度「未至於」要
他喪失議員資格。民主黨主席胡
志偉亦稱，鄭松泰所為幼稚，應
予以強烈批評，但倘要他因此而
失去議席，就「超出比例」。
在反對派總動員投反對票下，
議案獲得39人贊成、25人反對，
未能達到在席三分之二議員支持
的門檻而遭否決（名單見表）。

譴責案未通過已起阻嚇作用
身為調查委員會主席的經民聯
議員梁美芬坦言，她早估計到動
議不獲通過，但即令如此，委員
會在調查過程中找出事實，及提
出很多意見，都表達了清晰的立
場，向公眾有個交代，就是議會
「唔係細路仔玩泥沙」，不應出
現侮辱國旗的行為，同時起到阻
嚇作用。
她並提到，目前的懲處議員機
制只有取消或不取消議員資格這
兩個結果，反對派往往以「罪不
至死」一詞讓同道避過一劫，故
建議議事規則委員會討論增加其

他懲處議員的措施，包括停職、
訓誡、減人工、罰款、強制公開
道歉等。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同，目

前懲處議員的機制較單一化，
「就算是公務員，也按所犯錯誤
的性質作出不同的懲處，包括革
職、停職、降職等，議員也不應
有任何優惠。」
就許智峯「搶手機」事件提出
譴責議案的她批評，反對派盲撐
自己人，已估計到議案最終也會
被否決，最終也無法伸張正義。

倡設多元化議員懲處機制
會計界議員陳健波也同意，目前
對議員的懲處機制較為「兩極
化」，在議會新形勢下，加上議員
所犯的行為性質、程度不同，應研
究一個較多元化的懲處機制，以堵
住反對派所謂「罪不致死」而拒絕
懲處行為不檢議員的借口。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則批評反

對派包庇鄭松泰，更極力阻止增
加其他懲處議員方式的建議，
「反對派一方面批評懲處嚴，另
一方面就反對完備懲處機制，一
貫自相矛盾的作風。」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批評，反對

派「口說不支持，身體卻很誠
實」，不惜逆民意也要繼續保住
鄭松泰，他對此深感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熱血公民」議員鄭松泰

前年10月在立法會會議廳內倒插建制派議員擺放的國旗和

區旗，先被法院裁定罪成罰款，再被立法會調查委員會一

致認為違反誓言、行為不檢，有足夠理由提出譴責議案，

取消其議員資格。立法會昨日辯論及表決譴責議案，反對

派在證據確鑿下依然盲撐鄭松泰，更全體投反對票，致使

議案在39人贊成、25人反對，未獲得在席三分之二議員

支持下遭否決。建制派批評反對派護短，同時為日後放生

涉嫌強搶女行政主任手機的民主黨議員許智峯鋪路，又建

議完善議員處分機制，不要再讓反對派以「罪不至死」等

藉口輕輕放過同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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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動議譴責鄭松泰議案建制派動議譴責鄭松泰議案，，昨日在反對派昨日在反對派
阻撓下未獲通過阻撓下未獲通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反對派總動員齊投反對票反對派總動員齊投反對票，，致使譴責鄭松泰議案遭否決致使譴責鄭松泰議案遭否決。。

■■20162016年年1010月月，，鄭鄭
松泰在立法會內倒松泰在立法會內倒
插建制派議員座位插建制派議員座位
上的國旗和區旗上的國旗和區旗。。

■譴責鄭松泰議案未夠通過所需的
法定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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