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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行毀議會 醜態超底線
各界批反對派政治凌駕法治 重申修例助堵漏洞

張建宗：修例旨遏罪行絕無政治目的
反對派為阻撓修訂《逃犯條

例》，不斷誤導公眾，將修例說成
是政府的「政治任務」，恐嚇市民
「人人自危」云云。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昨日強調，修訂是針對犯了當

中訂明的嚴重罪行的逃犯，並非奉公守法的市民，
而是次修例「絕無隱藏議程（hidden agenda），絕
無政治目的，更非政治任務」，只是為了打擊有組
織及跨境犯罪，以免有違公義，令香港變成「逃犯
天堂」，威脅本港的治安及市民的安全。

奉公守法市民不受影響

張建宗發表網誌指，去年一宗涉及港人在台灣發
生的謀殺案，因香港現行法律的限制而未能將疑犯
送交台灣受審，故特區政府經過審慎研究後，提出
修例，以讓香港可以和任何無簽訂長期協定的司法
管轄區，在有需要時，可有效地處理移交要求，
「建議並不是針對某單一司法管轄區，更絕非為內
地『度身訂做』。《條例草案》主要是針對犯了當
中訂明的嚴重罪行的逃犯，並非奉公守法的市
民。」
對於部分人以陰謀論看這次修例，張建宗強調當

中絕無隱藏議程或政治目的，並重申「八不移交」
的保障，即不符合「雙重犯罪」不移交；政治罪行

不移交；因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而被檢控
不移交；缺席情況下被定罪不移交；一罪不能兩
審；不能增加移交命令以外的控罪，否則不移交；
不能移交至第三方；死刑不移交。

被移交者有提司法覆核權利
張建宗並說，被移交者有提出司法覆核等權

利，而行政機關處理移交請求時會充分考慮所有
情況，「如有需要，個案方式移交安排可加入更
多保障或條件，以進一步限制可移交當事人的情
況。」
至於有人聲稱當年立例是刻意剔除內地，張建宗澄

清，當年是要將港英年代沿用的法例作出本地化的立
法，而由於當時的移交安排並不包括內地，而條例本
地化時沒有處理這地理限制，「因此這地理限制存在
至今，不是刻意不同意與內地設立移交逃犯安排。」
張建宗表示，特區政府會用理性、平和、謙卑的

態度去聆聽意見，並認真考慮由立法會和社會各界
提出切實可行的措施，消除因不理解、誤解或其他
原因而產生不必要的恐懼和擔憂。政府冀有關法案
委員會盡早展開審議工作，讓議員以務實和理性的
態度討論完成審議草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鄭泳舜：罔顧現場安全
當日站在「最前線」的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鄭泳舜，對於上周六的混亂場面作出強
烈批評，指責反對派議員罔顧在場人士的
安全，行為非常危險。他指出，當時自己
不斷高呼「好喇，唔好咁，好危險」，但
反對派全然聽不入耳，仍繼續做出很多危
險行為，令保安人員、其他議員同事一再
被衝擊，連主持會議的石禮謙議員等都陷
入危險。他坦言，不願看見任何人受傷，
而今次事件亦令自己很不開心。他強調立
法會屬於議事地方，議員進入議會就是議
事，而不是做出暴力行為。

陸頌雄：摧毀理性討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相信，今次事件

讓全港市民更加看清楚這班反對派議員的醜
陋及癲狂，看到他們的行為完全超出議會的
底線。陸頌雄坦言，不明白為何有些人可如
此無恥，亦難以理解反對派做出這些癲狂行
為時，其內心正在想什麼，令他不禁質疑是
否有人「收了金主好處，需要在鏡頭前交
貨」，還是受了某些魔咒。他表示，不論政
治立場如何，任何人都知道這些行為是不正
確的，現連少許理性討論的空間，也被反對
派一手摧毀，是香港民主最悲哀的一日。

劉業強：存心阻撓議會
新界鄉議局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業強批評

反對派議員擾亂議會秩序，令法案委員會至
今仍未能選出主席，完全是存心阻撓，令立
法會未能履行憲制責任。對於政府向立法會
提交的修例建議，鄉議局堅決支持，認同修
例可堵塞法律漏洞，令公義得以彰顯。他呼
籲議員同事及社會大眾應以理性和務實的眼
光看待今次修例，絕不能以政治凌駕法治。

張學明：修例履行責任
新界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指自己做過8
年議員，但好像今次立法會混亂情況是前
所未見，對此感到非常遺憾，批評反對派
議員嚴重破壞香港的形象。他強調，法律
問題當然要通過討論和立法去解決，政府
今次對《逃犯條例》作出修訂是履行責
任，絕不能讓香港成為「逃犯天堂」，這
也是對香港社會安全的保障。

董吳玲玲：劇本早預備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

玲玲譴責反對派議員的暴力行徑。她批評，
今次事件是反對派有計謀的行動，由拉布、
發難、動粗、施展暴力，一幕又一幕的政治
表演劇本一早寫好。她希望廣大巿民不要被
反對派的政治低劣表演所蒙騙。她強調，修
訂《逃犯條例》是為了堵塞香港的法律漏洞，
有利於香港未來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子

京）立法會《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

案》委員會上周六的會議，在反對派

議員的暴力衝擊下，陷入一片混亂，

尤其是反對派推拉撞撲的出位舉動，

令議會尊嚴掃地。各界人士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批評，反對派

的癲狂行為，扼殺議會理性討論的空

間，也嚴重影響議會以至香港的形

象。他們強調反對派不應以政治凌駕

法治，強調修例有助堵塞香港法律漏

洞，保障社會安全。

日前立法會審議《逃犯條
例》修訂嘅法案委員會搞到
七國咁亂，成班「飯民」離
位、衝擊、搶咪、拉扯、推

撞、飛撲，爭啲以為睇錯咗格鬥場。但其
實十年前，民主黨同公民黨曾經發表過聯
合聲明，話不滿社民連3個議員「動粗干

擾會議進程」、「傷害立法會的尊嚴」、
「阻礙議會有秩序運作」，仲對此表示
「非常遺憾」。唔少網民都攞返篇嘢恥
笑班「飯民」又中回力鏢，仲反問佢哋︰
「點解唔譴責自己？」

鴿訟被回帶曾譴責同道
成日狙擊「飯民」嘅「無敵神駒」仇思

達前日又發功，喺facebook出咗篇《歷史
在笑『民主派』》，貼咗民主黨同公民黨
2009年譴責社民連嘅聲明。原來當年仲係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嘅「長毛」梁國雄、黃
毓民、陳偉業喺時任財爺曾俊華宣讀財政
預算案時，走去掃跌曾俊華枱面啲嘢，又
想搶演辭，長毛仲用書掟中曾俊華。事
隔兩日，民主黨同公民黨就出咗個聲明，
批評呢3個人「動粗干擾會議進程」、
「傷害立法會的尊嚴」、「阻礙議會有秩
序運作」，仲建議立法會議事規則委會員
討論事件，「防止此類破壞秩序的行為繼
續發生」。

睇返日前班反對派議員嘅行為，真係「動
粗干擾會議進程」、「傷害立法會的尊
嚴」、「阻礙議會有秩序運作」樣樣都中，
仇思達就抵死地微調啲聲明，由譴責社民連
變成譴責「泛民」，又真係完全啱使喎。

網民批無限搬龍門
唔少網民都恥笑呢班反口反到毫無羞恥

心嘅泛民。「Conan Ho」簡潔概括︰
「 回 力 鏢 。 」 「Patrick Ng」 話 ︰
「哈……莫講話十年前，就算五年前嘅事
呢班×街都唔知搬幾多次龍門啦。」
「Kenny Kwok」質問︰「人地（哋）做
就破壞秩序？自己做就伸張正義？」
「Debby Kong」狠批︰「呢班垃圾連

雙重標准（準）都已經唔係，係完全冇標
準，反正人地（哋）做就係×街，佢地
（哋）做就係英雄，人地（哋）做就係搞
亂個議會，佢地（哋）做就係為民主。」
「Mandus Lau」看透世事咁話︰「戲子黎
（嚟）姐（啫）。」「Michael Wong」直

情質疑︰「公民黨及民主黨成功消滅社民
連並搶埋人家啲票？」唔怪得之唔想長毛
選潛在嘅新東補選啦。
「Yau Yau」就話︰「攞番（返）佢哋修改議
事規則時大義凜然嘅陳詞出黎（嚟）打面就
啱！」呢句說話又幾有啟發性，香港文匯報
記者真係睇咗吓，民主黨前主席、時任議員
何俊仁當時話，對於有議員喺會議期間行為
不檢「感到遺憾」，所以支持事務委員會同法
案委員會嘅主席有權趕走啲咁嘅議員，「以
免影響立法會尊嚴。」佢仲話，公眾對「會議
能否有序、暢順地進行」有期望咁話。
公民黨主席、時任議員梁家傑都有發

言，話佢哋個黨同廣大的市民一樣，「我
們也很希望能夠保持議會的秩序，亦希望
最低限度能夠保證，出席本會會議的政府
官員及公眾均不會感到任何壓力，或人身
安全受到任何威脅。」
學網民「Chung Ming Lam」話齋︰

「（『飯民』今日）點解唔譴責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修訂《逃犯
條例》的法案委員會上周六在反對派的衝擊
下，爆發暴力違法事件，令社會譁然。「『保
普選反佔中』簽左名揮手區！」前晚發起「拒
絕議會暴力聯署」，不足一天時間，至昨晚約
8時已錄得超過1,500人聯署，齊心譴責暴力妨
擾會議的反對派議員，並要求內務委員會制訂
守則規管議事廳的違規行為、立法會秘書處提
供協助令各會議可正常進行、為前往開會期間
受到阻撓的議員報警，以及在事件中受傷的議
員及秘書處職員追究反對派議員的法律責任。

近25萬人聯署撐修例
除了有關聯署獲得熱烈響應，由「萬眾同聲

撐修例公義組」發起的「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
署」，截至昨晚11時已有248,763人參加聯
署，人數繼續節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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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責暴行今又玩激「飯民」扮失憶自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議員前日暴力衝擊審議《逃犯條
例》修訂的法案委員會，導致多名建
制派議員受傷，而有份衝擊的「新民
主同盟」議員范國威亦跌倒送院。
《蘋果日報》昨日以《被何俊賢推倒
范國威需照腦》為題報道事件，將范
國威飛撲石禮謙不果後跌倒，歸咎於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推開」他。何俊
賢昨日發表嚴正聲明，批評有關報道
失實及有嚴重的誤導成分，自己將保
留法律追究權利，並敦促《蘋果日
報》不要再發佈不實和不負責任的報
道。
《蘋果日報》報道有關事件時稱

「站在石（石禮謙）身邊的民建聯何
俊賢雙手推開范（范國威）令他倒
地」，又稱「當范被何俊賢推開時一
失平衡」云云。

何俊賢昨日發表嚴正聲明︰「本人
必須指出此報道的標題及內容均為失
實及有嚴重的誤導成分，只提及『范
國威一度站在枱上並打算搶走石禮謙
的咪高峰』及『范在伸手』，卻漠視
當時由反對派議員刻意造成的混亂局
面，以及范國威多次衝擊石禮謙議員
的情況。」
何俊賢批評，該報道「斷章取義，

誤導公眾」，並對他作出「非常嚴厲
的指控」，「本人在此嚴正聲明，將
保留法律追究權利，並敦促《蘋果日
報》不要再發佈不實和不負責任的報
道。」
在范國威墮地時被他壓傷的民建聯

議員陳恒鑌批評，反對派「調轉啲嘢
嚟講」，直言是范國威自己飛撲在先
才會墮地，「我哋又點令佢飛身
呢？」

上星期六有關《逃犯
條例》修訂嘅法案委員
會中，全香港都見到
「新民主同盟」范國
威、「議會陣線」朱凱

廸班人幾咁野蠻，但啲陰啲陰啲嘅議員
就唔係咁容易發現。民建聯議員陳克勤
前日就喺 facebook貼咗段片，分享奇
觀。片中見到民主黨議員林卓廷一邊扮
和事佬勸交，一邊就出手推走保安人
員，再一步步行前。陳克勤揶揄呢啲係
「『泛民』特色勸交」，「睇下呢位前
調查員（指林卓廷），你就知『泛民』
的卑劣。」
陳克勤段片呢兩日都喺網上瘋傳，唔

少網民都留言鬧爆林卓廷嘅無恥行為。
「Winnie Hung」 直 斥 ︰ 「 卑 鄙無
恥！」「李得」話︰「『泛民』質素係
咁上下。」「Zoe Yuen」怒言︰「呢D

（啲）就是所
謂議員嗎？修
（羞）家！解
散議會吧！」
「Soo Lin
Choi」揶揄︰
「 畸 人 奇
技。」「Wai
Cheung Ho」
反問︰「香港
D（啲）所謂
『 民 主 戰
士』……幾時
有民主過？」
「Winnie Tang」寸佢哋︰「成班去拍
戲好過啦，哂（嘥）精神，無聊！」
「Canny Law」話︰「呢啲咪叫做講一
套做一套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遭《蘋果》老屈傷人 何俊賢譴責失實 林卓廷陰招曝光 扮勸交出手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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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署行動目前已有逾1,500人響應。

■仇思達回帶鴿訟
兩黨譴責同道的聲
明。 fb截圖

■■反對派上周六暴力衝擊議會反對派上周六暴力衝擊議會，，各界批其癲狂行為扼殺議會理性討論的空間各界批其癲狂行為扼殺議會理性討論的空間。。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卓廷「推手」陰招
在網上瘋傳。網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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