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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衝擊立會 涉傷兩保安
站上桌敲桌面圖衝主席台 5 議員被逐 警到場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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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廣深港高鐵（一地

叫、以物件敲打桌面及企圖衝上主席台，最
終有 5 名反對派議員被驅逐出會議廳。混亂
中，兩名立法會保安人員受傷，須報警處
理，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對此表示遺憾（見另

■鄺俊宇站在桌面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反對派議員為阻撓審議，竟肆意搗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稿），警方昨晚到立法會搜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法會昨日舉行大會，質詢過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劉怡翔動議首讀《2018 年稅務（修訂）
（第 5
號）條例草案》。根據《議事規則》議案需中止待續，
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由於其後就會繼續審議「一地兩
檢」條例草案，「議會陣線」議員區諾軒突然引用《議
事規則》第五十四
（4）
條，稱草案不交由內會處理。
不過，由於早前修改《議事規則》已填補了有關的
「漏洞」，即無經預告的議案須獲得立法會主席的同意
方可動議，梁君彥以沒有迫切性為由，不批准其動議。
大會至下午 2時30分恢復辯論二讀審議《廣深港高鐵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梁君彥根據日前通知議員的
安排，邀請陳帆發言。不過，反對派議員隨即不斷叫
囂，圖「疊聲」阻礙陳帆發言，議會內嘈雜混亂。
其間，梁君彥多次提醒，議員叫囂將會視為行為不
檢，惟反對派未有理會，繼續叫喊「規程問題」、「要
求二讀發言」，更有議員離開自己的座位。

立

林卓廷挑釁「趕晒我哋出去」
情況維持近 5 分鐘，梁君彥再次呼籲議員返回座位，
「議員如果繼續叫囂，將會視為行為極不檢點。」林卓
廷隨即挑釁道：「點呀！趕晒我哋出去呀？梁君彥！我
就唔坐呀！」梁君彥見屢勸不果，宣佈將林卓廷逐出會
議廳。
一眾反對派立刻高呼「梁君彥可恥」，又繼續提「規
程問題」，約 10 名保安採取行動，將林卓廷包圍，惟
他一直反抗，拒絕離場。
梁君彥提醒，他阻礙立法會人員其執行命令或違法。
民主黨議員尹兆堅其後一度嘗試衝上主席台，被保安人
員攔截。梁君彥驅逐他離開會議廳，兩人其後在保安的
包圍下離場。
梁君彥請陳帆繼續發言，反對派仍持續叫囂，民主黨
議員許智峯以杯敲打桌面，發出噪音；民主黨議員鄺俊
宇則站在桌面上，繼續「疊聲」提「規程問題」。

區諾軒圖阻陳帆發言
另一邊廂，區諾軒則走到陳帆背後舉牌抗議，試圖阻止
其發言，議會秩序蕩然無存。梁君彥再要求鄺俊宇、區諾
軒及許智峯離開會議廳，陳帆在混亂中完成總結發言。
草案最終在 41票贊成、20票反對、1票棄權下通過二
讀，會議隨即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合併辯論議員提出
的修正案。（見另稿）

便衣警到立會蒐證
兩名保安員昨日在執行職責時因議員反抗而受傷，由
救護車送院治理。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其後報警，一
批便衣警員在會議暫停後到立法會大樓蒐證，包括進入
大樓的保安室，就兩名保安執行職務時受傷一事進行蒐
證工作。

假惺惺稱盼保安早日康復
林卓廷和尹兆堅亦報稱自己受傷並送院，更稱已就事
件報警。林卓廷出院後在fb發帖，稱自己有少許抓傷、
瘀傷和肌肉拉傷，不算嚴重，又稱自己在醫院遇到受傷
的立法會保安，更假惺惺地稱，「我衷心問候他，希望
他早日康服（復）。」

張華峰
20票反對

■林卓廷等衝擊立法會。

陳帆：
「三步走」體現特區自主權
反對派議員不斷
4BZ
聲稱「一地兩檢」
的安排「違憲」，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日重申，「一地兩
檢」透過「三步走」程序落實，並不違反香
港基本法，反而充分體現特區的自主權，並
強調高鐵「動感號」已蓄勢待發，如期通車
的關鍵在於立法會能否通過草案，故懇請議
員為香港社會利益及年輕人的長遠發展着
想，通過條例草案，讓香港成就更多可能。
陳帆在立法會表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
港段正全速朝着今年 9 月通車的目標作最
後衝刺，迎接屬於香港人的「高鐵新時

劉國勳：給365小時都照拉
13 名反對派議員早前共提出共 75 項修正
案，其中僅24項修正案獲批。在昨日草案進
入全體委員會階段後，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聲
稱，不獲批的修正案大部分都「言之有
物」，聲稱主席梁君彥「濫權」將修正案
「封殺」，有違「民主原則」云云。

代」，但必須先由立法會通過草案，完成
「三步走」程序是最重要的關鍵。
他主動提到，草案其中一個主要爭拗是
實施「一地兩檢」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
是次「一地兩檢」安排採用「三步走」程
序落實，是中央和特區政府經過多年反覆
探討和研究的結果。在磋商過程中，雙方
一直同意有關安排必須符合「一國兩制」
和不違反香港基本法，而「第三步」本地
立法程序，更充分體現特區在處理「一地
兩檢」安排上的自主權。
陳帆並回應了反對派的「割地論」，指
該說法並無任何法律或事實根據：條例草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案第六（2）條清楚說明，《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務院令》第二百二十一號所公佈的
香港特區行政區域界線，不受第六（1）
條影響，表明「一地兩檢」安排不影響特
區界線，希望在立法會會議上以正視聽。

懇請議員順應民意支持草案
他強調，不同信念的議員難免會持有不
同的意見，但只要大家議事論事，以香港
社會的利益及年輕人的長遠發展着想，相
信均會同意「一地兩檢」的確是利民、便
民和方便跨境出行的措施，而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通車不但是特區政府的期望，也是
大多數香港市民的盼望。他懇請議員支持
條例草案，讓香港成就更多可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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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僱員受襲 必須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兩名
立法會保安人員昨日因執行職務，驅逐
搗亂的反對派議員離場而受傷，立法會
秘書處根據機制報警處理。便衣警員在
晚上會議結束後進入會議廳搜證。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強調，作為僱主，在有僱
員受傷時，立法會必須報警處理，這才
是負責任的做法。

秘書處按機制處理
立法會秘書處晚上向議員發短訊，表
示經行管會主席梁君彥及副主席李慧琼
同意，警方就一名保安員執行職責時受
干預而受傷的案件到大樓蒐證，並請議
員在會後收拾會議廳枱上的私人物品和
文件。
同屬反對派的「議會陣線」議員毛孟
靜就聲言，她對報警感到「匪夷所

喪提修正案 擺明車馬拉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立法會昨日
在二讀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
草案》後，正式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反對
派議員提出各式各樣的修正案，包括延遲
「一地兩檢」生效日期一年、令草案在數年
後失效等，更輪流用盡15分鐘，以冗長的發
言拉布。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名為修正，
實為拉布。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警方派員在立法會會議大廳內蒐證。

涂謹申

民建聯議員劉國勳反駁，反對派共提出共
75 項修正案，是「擺明車馬拉布」，倘非主
席梁君彥只批當中 24 項，並限時 36 小時的
審議時間，拉布則無日無之持續下去：「莫
說是 36 小時，即使給他們足足 365 小時，他
們依然都會拉（布）下去。」
他直指，反對派「目標清晰」，就是要拖
延議案的通過，醞釀新一輪的反對活動，即
只問立場、不分對錯地糾纏。
多名反對派議員就提出在條例中加入失效
日期的修正案：工黨議員張超雄建議草案於
2023 年期滿失效、「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
建議2047年，「議會陣線」議員朱凱廸則建
議草案自生效日期起5年後失效。
他們聲言草案是「惡法」，生效日期應該
「愈短愈好」，以減少「傷害」。

思」，聲言是「惡人先告狀」，更稱議
員「不應被阻撓」。

廖長江：報警無可厚非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強調，議員在
會議廳內雖有特權法的保障，但不可以
任意妄為，甚或做出違法的行為。議員
本身並無任何特權令他人受傷，行管會
報警是無可厚非的。

李慧琼：落實行管會決定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亦指，行管會已於
上月決定，倘有議員阻撓保安執行職務
而導致他人受傷，不排除會報警處理，
秘書處是次只是落實行管會的決定。
梁君彥在晚上 9 時許休會時就衝擊事
件會見傳媒。他表示，在昨日下午的混
亂中有兩名保安人員受傷，其中一人肋

「議會陣線」議員毛孟靜更要求「一地兩
檢」在立法會通過後的第 365 日起實施，稱
給予一年時間讓各界想清楚，「割地」
、「違
法違憲」的草案是否值得在香港實施云云。
公民黨議員陳淑莊在發言時，由頭到尾地
讀出深圳灣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程序，
稱當時合作安排的內容較現時「詳細」云
云。

周浩鼎：歪理誤導市民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批評，反對派聲稱自己
的修正案多有道理，其實都是誤導市民的歪
理，是「睜眼說大話」，目的是要「暗度陳
倉」，借修正為名、拉布為實，阻延草案通
過。
他強調，為草案訂下「終結日期」是荒天
下之大謬，因為草案是雙方簽訂合作安排後
才衍生，若單方面「加料」等於無視法律。

骨疼痛，醫院給予 5 天病假，另一人則
擦傷和撞傷而須接受檢查，又得悉有兩
名議員報稱不適送院。
他對有立法會職員受傷感到遺憾，
「我希望大家都能遵守議會秩序，任何
人受傷我也不願看見。」
上月，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已決
定，一旦有執行職務人員在工作期間受
到干擾而受傷，秘書處會按照行管會的 ■反對派不斷提出「規程問題」。
決定報警處理。作為職員的僱主，行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會報警處理是負責任的做法，不涉及任
確保會議有序進行的憲制責任等因素而作
何政治元素。
就反對派議員在昨日會議期間不滿會議 出平衡，裁決完全符合基本法。
被問及「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尚餘多少
安排，一直提出所謂「規程問題」，梁君
彥表示，明白有議員對自己的裁決和會議 審議時間，梁君彥表示，原已訂出 36 個
的安排有不同的意見，但他已作出書面解 小時進行審議，上周已用了 18 個小時，
釋，是考慮到「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的迫 昨日用了8小時左右，今晨他會再檢視進
切性、議員參與立法過程的權利，及主席 度，及視乎情況再決定會議時間安排。

林卓廷尹兆堅詐死 網民譏演技好
你受傷咩？我夠識
「受傷」囉！噚日一
大班反對派議員搗
亂，搞到兩個保安受傷，報警之後睇怕
又有一場大龍鳳。不過，民主黨林卓廷
同尹兆堅噚日都唔執輸，報稱受傷齊齊
送院，一個話自己拉傷右臂，一個就話
左手手肘同膊頭「好痛」喎。網民點
睇？咪「讚」佢哋演技進步，「現在仲
識得扮死，好，俾（畀）多$500。」
反對派次次搗亂整親保安都俾人鬧，
大家都同情保安俾佢哋玩死，咁林卓廷
同尹兆堅今次咪執返啲同情分囉。
牛高馬大嘅林卓廷噚日喺 facebook 貼
張自己送院嘅相，再「堅強」咁話自己
「不算嚴重」，咁就有一班支持者叫佢

&1

「保重」、「加油」嘞。
「Laurence Wai」留言︰「對了！立
法院內保安眾多。怎可能他們傷，而你
們沒事了！」係囉，作為一個專業搗亂
議會嘅議員，有返少少傷喺身，係好合
情合理嘅。
咁林卓廷 fb 個回音谷以外嘅網民點睇
呢？「Zack」留言話︰「民主『偽人』
演技愈來愈好，現在仲識得扮死，好，
俾（畀）多$500。」
「關」揶揄：「呢兩只（隻）『泛
狗』響度炸（詐）型。」「pp」表示：
「犯（泛）狗做完戲可以提早收工！」
「Patrick KC Wong」狠批︰「浪費醫
療資源，極度可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