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要聞A2

2019年5月7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55月月7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5月7日（星期二）■責任編輯：楊 洋

反對派聲稱立法會秘書處「擅自」向法案
委員會委員通傳內務委員會的指引、要求委

員表態是「越權」，但主流民意對反對派的看法並不認同。《經濟通》
與《晴報》昨日聯合舉辦網上民調，詢問網民是否同意反對派聲稱秘書
處「越權」一說，截至昨晚約11時，共有1,090人投票，當中72%人
不同意反對派說法，僅得27%人同意，另有1%無意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網 上 民 調

釐清爭拗點 事實判是非
本報整理反對派質疑與秘書處解答 讓讀者睇真啲

反對派議員為了阻撓審議逃犯條例，以達

到一己政治目的，不擇手段地濫權、誣衊、

詆毀，誓要癱瘓《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

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委員

會。對於反對派的詆毀，包括最資深議員主

持法案委員會到底有何權力、內務委員會有無權

向法案委員會發指引、法案委員會是否須考慮有

關指引、法案委員會秘書能否直接向委員通傳有

關文件等問題，內務委員會的法律顧問，以及立

法會秘書長陳維安，都曾作出詳細的書面回覆。

香港文匯報記者整理過去一星期有關的法律爭拗

與秘書處的專業解答，用事實讓讀者自行判斷誰

是誰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眼見自己再無法阻撓審議逃犯條例的
有關法案委員會選舉主席，近日竟連番
找立法會秘書處出氣，聲稱秘書處要委
員在開會前表態是否接納內會指引是
「越權」，昨日早上更「踩上」立法會
秘書長陳維安辦公室，又對他發出律師
信等。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希望各
方保持冷靜，不要意氣用事。內務委員
會主席李慧琼也指出，根據《議事規
則》，內會有權向法案委員會發指引，
強調法案委員會秘書要求委員書面表態
是否接納指引，做法合理。
梁君彥昨日表示，秘書處是按照《議

事規則》和《內務守則》辦事，既然被
推舉主持會議的地產及建造界議員石禮
謙已經決定本周六開會，希望議員不要
意氣用事。他說，立法會秘書處是謹守
崗位，中立地為所有議員服務，冀大家
退一步商討辦法解決困局，不要以鬥爭
方式處理。
至於反對派對待秘書處和陳維安的言

行，梁君彥指留意到有關事件，並呼籲
他們不要滋擾秘書處人員，立即停止無
助解決問題的行為。他指出，即使「意
見不合」，亦不應令秘書處成「磨
心」。他重申，政治爭拗應在政治場合
解決，避免令秘書處受到不必要壓力。

李慧琼批反對派輸打贏要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昨日亦

強調，根據《議事規則》，內會有權向法案委員會
發指引，法案委員會秘書要求委員書面表態是否接
納指引，做法合理。
對於反對派就秘書處的安排作出強烈攻擊、抹

黑，李慧琼強調，反對派的行為令人無法接受，呼
籲反對派不要抹黑秘書處，不要給政治壓力予法律
顧問。她並批評反對派輸打贏要不合理，認為秘書
處一直都是獨立地處事。

陳維安：秘書處不偏不倚
對於有部分議員不斷批評秘書處，陳維安昨日深表

遺憾。他指，知悉議員對秘書處的做法有不同意見，
但由於已收到反對派議員的律師信，故現階段不宜再
評論事件。他重申，秘書處一直是恪守不偏不倚的原
則，以專業、中立的態度，去履行支援立法會的職
責。雖然現在的情況是前所未有，但秘書處仍然緊守
崗位，向立法會提供獨立及專業的服務。

涂謹申被撤換前只是「主持」角色，卻將自己
「當正主席」，但其實其權力有限。根據《內務
守則》第二十一（c）段和附錄IV，主持法案委
員會主席選舉的委員，並非法案委員會主席。因
此，《法案委員會主席手冊》並不適用於涂謹
申，而《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均沒有授權
任何委員主持會議，去處理法案委員會的其他事
務。由此可見，涂謹申自把自為決定處理「規程
問題」，都是「非法」的。
至於涂謹申認為自己對法案委員會何時開會有

權決定、何時表決內會指引亦有權決定，秘書處
均予以駁斥。陳維安日前就指出，現時沒有任何
法案委員會委員可主持會議，以處理法案委員會
是否接納內務委員會所提供的指引。

法律顧問亦指出，法案委員會是否採納內會提
供的指引，由法案委員會自行決定，而《議事規
則》第七十六（11）條是賦權「法案委員會」決
定其行事方式及程序，並非賦權「法案委員會主
席或主持選舉主席的委員」作出有關決定。

一、最資深議員主持法案委員會到底有何權力？

反對派一度聲稱，《議事規則》中訂明「任何法案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
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由該委員會自行決定」，認為內會無權向法案委員會發
出指引。
不過，立法會法律顧問就指出，《議事規則》第七十五（8）條賦權內務委

員會就委員會，包括法案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提供指引。是否行使及如何
行使有關權力，包括以何種方式提供指引，可由內會決定。
法律顧問並列舉過往例子，如內會曾於2005年通過《法案委員會主席手
冊》，向委員會主席提供一般指引；另於2011年曾通過了一項程序議案，以
暫停執行《內務守則》個別條款。有關安排亦適用於法案委員會，可見內會有
權向法案委員會發出指引。

反對派聲言，內會對法案委員會所發的指引不是「指示」，無必要跟
從，沒有約束力。
法律顧問指出，若內會通過要向法案委員會發出指引，根據《議事規

則》第七十六（11）條，法案委員會須考慮有關指引。不過，有關指引
不會自動適用於法案委員會，而需要法案委員會委員表態是否採納有關
指引。
至於反對派聲稱改由石禮謙作為法案委員會主持是「有違規矩」，法

律顧問亦表示，《內務守則》只就委員會首次會議上選舉主席的程序訂
定條文，對其後會議的選舉主席程序「未有規定」，故建議由石禮謙主
持選舉主席的程序，並不存在是否符合規則的問題。

事實是反對派一直拉布，令到法案委員會至今都未能選出主席、未能正
常運作，但反對派近日反過來詰難秘書處，稱法案委員會秘書無權直接將
內會的指引通傳予委員及要求各委員表態，認為秘書的做法是「越權」云
云。
陳維安指出，委員會秘書在知悉內會有關指引後，須將相關決定通知法案委

員會委員。他坦言過往做法是諮詢主席後才發出文件，「由於現時法案委員會
尚未選出主席，秘書為了履行其支援法案委員會的職責，切實可行的做法，是
以書面通知所有委員，並請委員根據《議事規則》第七十六（11）條作考
慮。」
由於法案委員會原訂昨日開會，而該指引關乎由哪一位委員決定會議日期及
主持主席選舉，故委員會秘書邀請所有委員於昨日中午前以書面回覆對有關指
引的考慮。
至於委員表態前是否應該「先作討論」，陳維安說，事實上《議事規則》及
《內務守則》均沒有規定法案委員會如何或以什麼形式考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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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務委員會有無權向
法案委員會發指引？

三、法案委員會是否須
考慮內會所發的指引？

四、法案委員會秘書能否
直接向委員通傳有關文件？

■涂謹申
( 左) 被 撤
換前只是
「主持」角
色，其實權
力有限。

■梁君彥希望各方保持冷靜，不要意氣
用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專

業

解

答

中美貿易談判即將收官之際，美
國總統特朗普突然「變臉」，宣佈本
周五起，將對2千億美元中國輸美商
品徵收25%的關稅，且很快會向另外
3,250 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徵收
25%的關稅。消息引發環球小股災。
特朗普反覆無常，再次以關稅恫嚇對
中國施壓，意圖謀取更大利益。中國
為全球經濟和市場穩定有承擔、有作
為，獲得世界讚賞。中方堅持合則兩
利，堅持理性談判，力爭依據此前元
首共識達成協議，但也會做好應對不
測的準備。本港應冷靜觀察形勢發
展，更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把握國家機遇從容以對。

特朗普的最新加稅恐嚇出人意
料，給全球市場帶來重大不確定性，
亦引發美國國內的一片反對之聲。美
國服裝鞋類協會表示，美國去年自中
國進口了114億美元的鞋類商品，如
果特朗普兌現了關稅威脅，美國一個
4人家庭，每年至少要多付500美元
的服裝和鞋類費用。美國零售業領袖
協會表示，提高關稅意味着向數以百
萬計的美國家庭加稅，並招致對美國
農民的進一步報復。美國行業協會聯
盟聲明稱，這是從勤勞的美國人民兜
裡搶錢。加稅決定作用下，道指期貨
跌 540 點挫約 2%，美國股市開市即
跌400多點，顯示特朗普此舉未見其
利，先受其害。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指出，類
似的情況以前多次出現過。特朗普在
對待加拿大、墨西哥、歐盟時，也慣
以關稅為籌碼爭取最大利益。中美貿
易磋商所涉的三大議題，分別是貿易
關稅、結構問題、執行機制，特朗普
就此大做文章，要挾中國放棄核心利
益，口中說為美國企業和人民爭取最
大利益，其實是為自己謀劃。對特朗
普再施故伎，中國冷靜以對，珍視中
美已進行的十輪磋商的積極進展，中
方團隊正準備赴美繼續磋商。各方期
待，未來雙方尊重彼此核心關切，珍
惜談判成果，爭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礎
上，達成互利雙贏的協議。

面對中美貿易爭端的解決出現波
折，本港不要過度恐慌、自亂陣腳。
本港主要經濟指標都相當穩健，
2018/19年度整體稅收的臨時數字為
3,414 億元港幣，創歷年新高，反映
政府收入穩定，庫房充實。更重要的
是，內地經濟增長潛力龐大，未來仍
是環球經濟的重要增長引擎，尤其是
「一帶一路」建設及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穩步推進，為本港提供巨大的發展
空間。特別是內地經濟逐漸轉型至以
服務業和消費主導增長，繼續進一步
開放市場，香港發揮所長、配合國家
所需，抓住內地向高質量發展的巨大
商機，完全可以保持增長動力，降低
外圍不明朗因素的衝擊。

特朗普再變臉累人累己 港宜淡定應對謀劃長遠
立法會內會已通過發出指引，在獲得法案委員會多數

成員同意下，由石禮謙取替涂謹申，主持修訂《逃犯條
例》法案委員會選舉主席的會議；石禮謙亦宣佈，將原
訂昨日下午的會議改在本星期六舉行。但反對派議員在
毫無法律基礎的情況下，昨日下午自行開會，並推舉涂
謹申、郭榮鏗擔任所謂的正副主席。反對派不擇手段拉
布阻礙修訂《逃犯條例》，自編自導自演開會鬧劇，自
選無法律效力的法案委員會主席，企圖製造以法律爭拗
拖垮修例的機會。但是本港法庭表明不會干預立法會運
作，反對派的企圖根本難以得逞。反對派一再開出破壞
議會生態的極壞先例，嚴重違背民主原則，必會遭到輿
論譴責和民意懲罰。

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選舉主席的工作，本來只
需15分鐘，因反對派拉布，花了兩次會議、共4小時的時
間仍未完成。上周六內會特別會議通過發出指引，由石禮
謙取替涂謹申主持會議；立法會秘書處以書面決議的方
式，獲過半數議員贊成接納內會指引。石禮謙成為合法的
主持人，只有他有權主持法案委員會選舉主席程序。

事實上，法案委員會必須按照內會指引行事。現任內
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表示，內會與法案委員會是「母
會」與「子會」的關係，內會有權對法案委員會作出不
同形式的安排。曾任內會主席的劉健儀也認為，根據議
事規則，內會可以就各個法案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和程序
提供指引，而法案委員會需要考慮這些指引，至於是否
遵從，委員可以透過投票作出決定。曾任內會副主席的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更指出，法案委員會
是由內會成立，內會和法案委員會是「母子關係」：根
據憲制秩序和架構，法案委員會應聽取內會發出的指
引，法案委員會跟從內會指引本身就是政治倫理。反對

派對內會指引視若無睹，自行召集法案委員會會
議、自行選主席，完全沒有合法性和合

理性。
反對派搶先開會、選主席，有更大圖謀，就是製造法

案委員會「雙胞胎」的鬧劇。反對派不守議事規則，不
按照內會指引行事，自認是法案委員會的「真命天
子」，然後惡人先告狀，反指控建制派按照議事規則、
符合程序成立的法案委員會不合法。有分析指，反對派
是試圖製造法律爭拗，然後入稟要求法院澄清哪個才是
唯一合法。一旦法院接納司法覆核申請，漫長的司法程
序將燃燒大量時間，令修例失去時機。

可以肯定，反對派的如意算盤難以打響。2014年梁國
雄不滿時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剪布」而提出司法覆
核，在高院原訟庭和上訴庭敗訴，上訴至終審法院，亦
被即時駁回。終院指出，基本法有關賦予立法會議員參
與立法會立法程序權利的條文，並不是給予個別議員根
據個人意願任意行使權利干擾會議。更須注意的是，當
時梁國雄的律師曾引述以色列的案例，指當地亦曾有由
法院干預立法機關的決定，由於香港與以色列同樣行使
普通法，故認為香港亦應跟從。但終院判詞指出，以色
列的情況及環境均與香港不同，香港毋須跟從以色列的
案例。顯而易見，本港法院慎用權力，不會隨便干預立
法會運作，反對派想借法律程序狙擊修訂《逃犯條
例》，不可能得逞。

此次為阻礙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一再開出立法
會史無前例的先例：法案委員會一「開波」就拉布，導
致選不出主席；無法理依據下自開法案委員會會議、自
選主席，這些情況都是前所未見。反對派為了自己的
「政治任務」，完全無視議會規則，只要能阻礙修例，
任何非理性、不合法的手段都毫無顧忌地使用。西方有
句名言，「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使你瘋狂」。為阻礙修
訂《逃犯條例》，反對派醜態百出、喪失理性，必然激
起強烈民憤，為民意所不容。

自選法案委圖製法律爭拗 反對派無底線拉布難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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