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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騷為撐「獨」者張目 損害行政立法關係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遭
遇反對派議員叫囂搗亂，最終林鄭月娥上任後年初起
堅持推行的每月立會質詢首度被迫取消。朱凱廸支持
「港獨」被 DQ 鄉村代表參選資格是咎由自取，反對
派借題發揮，利用行政長官答問環節做政治騷，替朱
凱廸喊冤，試圖挑戰選舉主任依法作出的決定，衝擊
管治威信，暴露反對派惡習難改，依然利用立法會搞
政治騷，破壞行政立法關係。各方輿論認為，立法會
有必要檢討修訂議事規則，令議會恢復服務市民的正
常功能和職責。
朱凱廸不正面回答選舉主任有關是否支持「港獨」
的問題，更曲解基本法，聲稱「基本法保障主張和平
『港獨』的權利」，足以證明他根本不真誠擁護基本
法、效忠香港特區，違反《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的規
定；更何況朱凱廸一再與劉小麗等「自決派」政客聯
簽聲明，揚言「『港獨』是自決的選項」，亦證明朱
凱廸支持「港獨」、「自決」的立場從未改變。因
此，選舉主任裁定朱凱廸無資格參選，完全合法合情
合理。
反對派一再口稱不支持「港獨」，但一到朱凱廸被
DQ，他們馬上就上綱上線，將選舉主任依法辦事抹
黑為「剝奪政治權利」，更借行政長官接受質詢的機
會，向林鄭月娥興師問罪，顛倒是非，再次上演只問
立場、不問是非的醜劇。反對派口是心非，充當「港
獨」、「自決」的後盾，扮演包庇「港獨」、「自
決」的不光彩角色，其後果必然令朱凱廸之流「港
獨」、「自決」分子更加有恃無恐。
本屆政府積極作為，打開良好局面，中央持續出台

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措施，為香港發展提供
強大動力。在「風更清、氣更正、信心更足」的大環
境之下，香港社會趨於理性，市民求穩定、求發展的
訴求更加強烈，也更加支持對「港獨」零容忍、零空
間。選舉主任 DQ 朱凱廸參選鄉村代表，依法辦事，
有充足的法理依據，得到民眾的支持。剛結束的立法
會九龍西補選，反對派慘敗，選舉結果充分顯示發展
經濟民生乃民心所向，專事政爭、阻礙發展不得人
心。面對聲勢每下愈況，反對派不認真反思檢討，反
想借炒作朱凱廸被 DQ，危言聳聽，誤導公眾。可惜
他們為「港獨」、「自決」撐腰壯膽，狙擊施政，違
背民意，損害香港利益，只會弄巧成拙，令市民更反
感。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重視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上任後
提出並落實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多項具體措施，自今
年 1 月起，在立法會增設「行政長官質詢時間」，就
是其中之一。林鄭月娥堅持以誠意、善意和行動，加
強與立法會議員互動，取得良好效果。正當行政立法
關係開始轉好之際，反對派為袒護鼓吹「港獨」、
「自決」的朱凱廸，在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環節鬧
事，在不適合的場合、以不正當的方式，干擾施政，
將政爭矛頭指向林鄭月娥，不尊重林鄭月娥改善行政
立法關係的努力，毫無民主素養。
反對派「政治行先、民生放一邊」的陋習不改，逆
民意而行，損民利益，民意當然強烈要求立法會繼續
審視檢討議事規則的必要性，堵塞利用議會搞政治騷
的漏洞，維護議事廳的紀律和莊嚴，令立法會回到理
性議政的正軌。

實事求是開鑿檢測 查明真相還市民安心
路政署和港鐵昨日就沙中線紅磡站擴建工程
全面評估策略建議舉行記者會，宣佈最快於下
周一鑿開東西走廊層板進行檢驗。沙中線剪鋼
筋事件關乎公眾安全，市民高度關注，鑿開層
板檢驗、實地查證，是最起碼的步驟，顯示政
府以負責任的措施，努力讓公眾明瞭真相，恢
復市民信心，值得肯定。至於是否應該鑿開更
多位置檢驗，關鍵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依足
程序一步一步來做，若抽樣鑿開後，發覺鋼筋
接駁確有問題，當然應進一步擴大檢驗範圍，
以確定有效的補救辦法，保障公眾安全。
根據路政署和港鐵公佈的方案，整個評估工
作分三階段進行，首先是覆核圖則資料，此工
作已接近完成；第二階段就是鑿開石屎檢驗，
合共鑿開 81 個位置，讓最少 168 個鋼筋或螺
絲帽外露以供檢查；第三階段則是做設計分
析。整個過程環環相扣，要根據三個階段的結
果，才能詳細評估結構的安全性，以及制定及
實施修復措施。
作為重大交通基建，沙中線工程的施工質量
關乎公眾安全，不容許半點馬虎。沙中線承建
商禮頓被指控為了施工方便，大量剪短鋼筋，
罔顧工程安全，當局已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
調查委員會聆訊工程有關各方陳述、辨斷真
偽、明確責任，需時較長；政府鑿開沙中線層
板進行檢驗，雙管齊下，可以與委員會的調查
互相印證。既然沙中線工程的施工質量存在重
大疑點，鑿開層板檢驗可以一目了然，亦是必

須的步驟。
鑿開層板檢查鋼筋，工程進度難免受影響，
可能要延遲通車。但現在的核心問題不是通車
時間，而是公眾對沙中線工程信心已經大打折
扣，因此最關鍵的是讓公眾見到政府下決心充
分評估問題的嚴重性，切實作出補救，並且採
取措施杜絕類似事件重演，才能挽回社會的信
心。整個檢驗評估過程，必須以安全作為首要
考慮，將停工以及勘察的時間和金錢成本放在
其次。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釋除公眾疑
慮。即使因此而延遲通車時間，也符合市民意
願和利益。
有 意 見 認 為 ， 目 前 決 定 鑿 開 81 個 位 置 檢
驗，數量太少，不足以反映整個工程的安全
性。鑿開層板檢驗的範圍、數量應該多大，應
按照專家的科學評估作為依據，實事求是地逐
步進行。先抽樣鑿開 81 個位置檢驗，是第一
步，可視乎鋼筋接駁的實際情況，再考慮下一
步行動。如果初步已發現工程有問題，當然應
該進一步擴大開鑿範圍，以釐清整個工程的安
全問題。
港鐵近年爆出的連串工程問題，令公眾對港
鐵工程的質量監管信心動搖。要挽回市民信
心，整個沙中線的開鑿檢驗過程，必須保持高
透明度，開誠佈公，以事實說服市民。期望當
局早日查清沙中線工程的質量問題，在確保安
全的大前提下，爭取新鐵路早日為市民提供便
捷的交通服務。

「議會陣線」叫囂 特首質詢取消
反對派為 DQ 朱凱廸張目 3 議員被逐 林鄭遺憾離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早上到立法會出席
每月一次的質詢環節，惟多名反對派議員藉機大鬧會議廳，聲稱要抗議政
府取消朱凱廸參選鄉郊代表資格云云。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要求鬧事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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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議員離開會議廳，但反對派議員未有停止抗議，繼續叫囂。有見議會秩
序難以控制，最終梁君彥宣佈質詢環節取消，是質詢環節設立以來首次取
消。林鄭月娥對事件表示遺憾，並指質詢環節有助特首更早回應社會議
題，冀下一次出席立法會質詢可以順利進行。
11 時舉行行政長官接受
立法會昨日早上
質詢環節，多名反對派議員聲稱不滿
朱凱廸被 DQ 一事，在會議一開始就高叫
「政治審查可恥」等口號。當林鄭月娥進入
會議廳後，「議會陣線」毛孟靜、陳志全及
朱凱廸等人繼續在會議廳內抗議和叫囂。
梁君彥要求議員停止叫囂和尊重會議，
惟有關人等繼續叫囂，梁君彥隨即下令毛孟
靜、朱凱廸和陳志全離場，惟有關人等拒絕
服從指令。
其後，梁君彥宣佈暫停會議，保安人員
亦試圖抬走陳志全，雙方一度僵持。之後保
安人員將陳志全抬走，毛孟靜亦自行離開。

復會續叫口號 又提規程
約15分鐘後會議恢復，當林鄭月娥再次進
入會議廳時，反對派議員繼續高叫口號，另
有議員質疑梁君彥不應驅逐議員離場。有見
議會秩序難以控制，梁君彥於 11 時 23 分宣
佈質詢環節取消。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總共逗
留約23分鐘，沒有機會回應議員任何質詢。
林鄭月娥在出席另一場合回應媒體提問
時，對事件表示遺憾，「我本來按着我的管
治新風格，到立法會接受一個短問短答的立
法會議員質詢，很可惜、亦很遺憾未能夠順
利進行這次質詢。」

她又指，行政長官多到立法會接受議員提問
是有利於施政，廣大市民亦看到有關互動有助
更早地積極回應社會關心的事項。她期望下一
次出席立法會質詢時間可以順利進行。

立會主席澄清預先警告
梁君彥事後會見傳媒，對行政長官質詢時
間因秩序問題而要取消質詢環節表示可惜，
批評部分議員的行為令會議無辦法進行，是
浪費了向行政長官提出質詢的機會。他強
調，行政長官質詢時間十分珍貴，每月一次
只有30分鐘，因此大家應該把握機會，不應
該浪費時間，而過去議員的質詢，都令到行
政長官和政府盡快回應和落實執行措施。
對於會否重新安排質詢環節，梁君彥表
示林鄭月娥下周的行程已滿，所以要與行政
長官辦公室商量。
就毛孟靜聲言梁君彥「未有警告」就趕
她出去，梁君彥指出，當特首進入會議廳
時，有議員叫囂，「我亦已明確指出，如果
議員繼續叫囂，會影響會議進行，我會命令
他離開會議廳。」結果有議員繼續叫囂，更
有人離座，梁君彥指這違反了《議事規
則》，議員在警告後仍然行為極不檢點，令
會議無辦法進行，「我唯有請（那些）議員
離開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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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反
對派昨日擾亂議會秩序，導致行政長官質
詢環節被迫取消。一眾建制派議員對反對
派表示強烈不滿，批評反對派行事「自
私」，其舉動令議員無法直接向特首反映
民生、社會政策等事務。建制派議員認
為，應採取適當的措施，如修改議事規
則，讓議會秩序重回正軌。

李慧琼：搞事無代價 市民埋單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對質詢環節被迫取消
表示遺憾，並對議員沒有機會向特首提問
表示無奈。她表示，現時白白浪費了機
會，令香港社會和整體市民都需為反對派
搞事而付出代價。
至於是否要修改議事規則，李慧琼認
為，很多市民都對議會被一小撮人弄得非
常混亂深表不滿，尤其反對派議員對此不
用承擔任何代價，而修改議事規則的討論
正在議事規則委員會進行，民建聯尊重該
委員會的程序，相信很快會有結果。
民建聯鄭泳舜說，自己本來擬提問有關
防止學童自殺報告的事項，他尊重議員的
表達自由，但對這種妨礙他人表達權利的
手法表示失望，呼籲議員應以民生行先。

黃國健：強烈譴責議會亂象
■鄭泳舜說，本來擬提問有關防止學童自
殺報告的事項。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工聯會
對議會亂象表示憤怒和強烈譴責。他批

評，反對派不知自律，會令議會無法運作
下去。他坦言，工聯會本來對再次修改議
事規則持保守態度，但今次事件令他們覺
得或需重新啟動，將向建制派「班長」廖
長江提出有關建議。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對於反對派嚴重擾亂
會議，感到非常遺憾及憤怒。他質疑，反
對派揚言不滿 DQ 事件，為何不藉質詢機
會向特首問個明白，卻一手破壞溝通機
會。他亦指出，很多市民對有議員破壞議
事規則而不用負任何責任，或無法追究感
到不滿。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同樣對事件感到憤
怒，批評反對派不守規矩，大聲叫囂，阻
礙其他議員向特首提問。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每個議員都
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及空間，但議會亦是有
規有矩，例如外國議會也不容許有人在內
叫口號。就修改議規的問題，她指議事規
則委員會正在研究針對違規議員施加罰則
的建議，個人會參考研究結果和外國議會

做法，才作出決定。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
逢國指，對於今次被迫取消行政長官質詢環
節，實在令人感到相當遺憾及不滿。他說，
有關環節讓特首向議員及市民解釋和交代社
會關注的議題，而議員也可藉此機會，直接
向特首提出質詢，現時被少數反對派議員破
壞，令各方都有損失，應予以譴責。
馬逢國強調，議會是莊嚴地方，作為議事
者必須尊重議事規則及程序，連這些規則也
守不到，令人質疑如何處理好其他事務。對
於修改議事規則問題，馬逢國指任何可以改
善議會秩序，也應該考慮，若部分議員不能
自律，唯有透過他律方式處理。

謝偉俊：秘書處研各地議規
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指，今
次的情況並不理想。至於修改議事規則，他
指出委員會有一貫程序，目前委員會和秘書
處正就各國議會的議事規則，作詳盡的研
究，強調委員會會審慎處理有關問題。

87%

民意不認同反對派亂議會

建制派倡修議規 讓秩序重回正軌

反對派在立
法會質詢行政
長 官 時 間 叫
囂，破壞議會秩序，令質詢環節
首次需腰斬。市民有何想法？
《經濟通》與《晴報》昨日聯合
舉辦網上民調，詢問市民是否認
同「民主派」議員的做法，高達
87%人都表示不認同。
民調問︰「林鄭（月娥）出席
立法會質詢時間，因多名『民主
派』議員叫口號，梁君彥指會議
無法繼續遂宣佈質詢時間結束，
首次發生『未開始就結束』，你
認同民主派議員的做法嗎？」截
至 昨 晚 約 11 時 有 996 人 參 與 投
票，87%人表示不認同，僅得12%
人稱認同。

&

78%指DQ朱合理

該網就 DQ 朱凱廸參選村代表一
事，截至昨晚約 11 時，有 3,189 人
參與投票，78%認為合理，21%認
為不合理，另有 1%人表示無意
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