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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違法暴力阻礙修例 必須依法檢控

WEN WEI EDITORIAL

12 個月。而《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40 條的規定，觸犯
普通襲擊罪可處監禁 1 年。
民主黨的林卓廷、尹兆堅去年在立法會審議高鐵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會議上，拒絕聽從離開會議廳的
指令，妨礙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導致有保安人員受傷
送院。二人已被落案控以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9 條（b），即妨礙立法會人員執行職務；尹
兆堅被加控一項侵害人身罪，案件正在審理之中。
反對派反「一地兩檢」有議員因違法而遭檢控，此次
反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拉布之暴力、社會影響之
惡劣，較之反「一地兩檢」倍增，檢控違法的反對派議
員，絕對合法合情合理。《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保障議員在會議進行中的權利，並不代表容許議員
可為所欲為，議員也要受法律監管，違法沒有「免死金
牌」。唯有依法辦事，才能保障立法會正常秩序，促使
議員守法、理性議政。
反對派不僅自組「山寨法案委員會」、自選「冒牌主
席」，更公然阻礙立法會會議、滋擾立法會保安員，視
法律和議事規則如無物，造成前所未見的混亂，卻反咬
一口，指稱責任全在特首林鄭月娥身上，並詆譭由建制
派最資深議員石禮謙主持的會議不合法、不合憲；更抹
黑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與建制派互相包庇，召開非法會
議。這充分暴露反對派的一貫習氣：惡人先告狀，千錯
萬錯，都是別人的錯，反對派永遠無錯；民主自由法治
公義，永遠是反對派任意玩弄的囊中物。
人在做，天在看。反對派借反修訂《逃犯條例》搞亂
香港、謀取政治利益，喪失理性，獨裁霸道，醜態百
出，廣大市民看在眼裡，記在心上，法律、公義、民意
會對他們作出恰如其分的裁決。

上水屠房有來自內地湛江的豬隻驗
出非洲豬瘟病毒，政府決定銷毀該屠
房 6,000 隻活豬，徹底清洗及消毒屠
房。食物及衛生局與活豬業界會面
後，昨晚終於達成殺豬共識，預料 7
日內完成。本港首次發現非洲豬瘟，
全面撲殺豬隻是防範豬瘟擴散的最有
效方法，也是國際慣例，可以保障市
民和業界的利益，可謂各方共贏。期
望政府與業界持續溝通，為今後應對
疫情做好預案，減少疫情帶來的衝擊
和損失。
非洲豬瘟雖然不會傳人，沒有直接
的食物安全風險，但病毒十分頑強，
豬隻感染後死亡率高達 100%，而且
容易成為「風土病」。因此一旦發現
有非洲豬瘟個案，必須全面撲殺活
豬，盡快清洗及消毒，以免病毒擴散
至其它屠房和本地農場，對業界造成
更沉重打擊。今次發現本港首宗非洲
豬瘟案例，政府果斷應對，業界開始
有抵觸情緒，但最後都採取合作態
度，同意先全面殺豬，將公眾利益放
在首位，做法值得肯定。相信在全面
清潔後，屠房可恢復正常活豬屠宰，
對業界和消費者的影響短暫。相反，
若業界不肯妥協，延誤殺豬消毒，市
民不敢食豬肉，業界不僅形象受影
響，損失也更大。所幸業界權衡利

社評

上周六立法會審議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議員以
違法暴力阻礙會議召開，導致多名建制派議員受傷。會
後建制派議員已報警，反對派卻把會議混亂歸咎政府、
立法會秘書處和建制派。反對派暴力衝擊立法會，癱瘓
議會運作，明顯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及
《侵害人身罪條例》。立法會議員並非「大晒」，在立
法會內犯法，同樣可被刑事檢控，警方必須依法懲處違
法者。反對派知法犯法，把街頭暴力搬入莊嚴的立法會
議事堂，還諉過於人、倒打一耙，足證其顛倒是非、無
品失格。
為「拉死」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無底線瘋狂暴
力干擾，佔據會議室及主席台、故意阻塞通道，不斷推
撞、拉扯圍堵建制派議員，搶奪法案委員會主持人話
筒，滋擾阻撓立法會保安人員維持秩序，最終令會議再
度被迫中斷，更令多名建制派議員受傷。雖然，《立法
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給予議員在議事中豁免權，但只
局限於維護議會尊嚴和保障言論自由，並不包括刑事行
為，議員在會議廳內阻止開會、襲擊傷人、毀壞公物等
行為，都應被刑事檢控或民事追究。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 17 條訂明，任何人
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舉行會議時，引起或參加任何擾
亂，致令立法會或該委員會的會議程序中斷或相當可能
中斷，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1 萬元及監禁 12 個月，如持
續犯罪，另加每日罰款 2000 元。《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第 19 條則規定，任何人（包括議員）襲擊、
妨礙或騷擾任何前往或離開會議廳範圍，或在會議廳範
圍內的任何議員；或襲擊、干預、騷擾、抗拒或妨礙任
何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等，即屬犯
罪，可處罰款 1 萬元及監禁

銷毀豬隻嚴防豬瘟各界共贏
弊，選擇配合政府，落實銷毀豬隻以
利防疫。
當然，本港此次處理豬瘟的過程，
有值得改善之處。業界一開始反對殺
豬的原因，是指發現病毒的豬隻是本
月 2 日的，與現時屠房內的活豬並非
同一個批次，業界質疑檢測不夠快。
因此，政府有必要改善檢測流程，做
到快速檢測、快速出結果，有問題盡
快公開和處理，降低業界的不滿；其
次，政府須就類似事件的賠償與業界
達成共識，將其制度化；再次，加強
與有關部門的溝通合作，強化檢疫防
疫制度，有效防範病豬輸入本港。
非洲豬瘟已經有 100 多年的歷史，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官網
介紹，非洲豬瘟是一種急性且傳染性
很高的豬隻傳染病。20 世紀，曾在歐
洲多國大規模爆發，進入 21 世紀，
非洲豬瘟疫情更加頻繁。非洲豬瘟傳
播方式多樣，可通過被感染的豬肉製
品傳播，豬肉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
一旦疫情擴散要大規模銷毀豬隻，對
業界利益損害更大，影響廣泛。
經一事長一智，政府和業界要藉今
次事件，把活豬入口、屠宰、銷售的
過程做得更好，共同合作防範疫情，
把壞事變好事。

反對派老中青接力告洋狀
李柱銘赴美陳老太郭榮鏗赴德唱衰修例 政界批媚外禍港
我哋就係要「告洋
狀」，唱修例！

「禍港四人幫」之一、民主黨創黨主

設計對白

席李柱銘日前再到美國唱衰香港修訂
《逃犯條例》，主動要求外國勢力干
預香港內部事務；另一名「禍港四人
幫」人物、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亦
到德國展開抹黑舉動。多名政界人士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反
對派「老、中、青」接力跑到海外，
主動要求外部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
務，更配合反對派的攻勢，不斷搞亂

■梁振英批評《蘋果》連娛樂版都要搞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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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的安寧，其言行更愈見明目
張膽，市民不應再被這些人矇騙，免
讓他們奸計得逞。

李柱銘、工黨李卓人、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
麥燕庭、「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上周

陳恒鑌籲市民不要被矇騙
對於這種行為，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
評，時值中美貿易戰博弈關鍵時刻，一直惟恐
香港不夠亂的李柱銘及陳方安生之流，卻相當
「風騷」，聯朋結黨，跑到歐美等地，不斷散
播歪理，言論誇張，企圖製造恐慌，邀請外國
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更為外國勢力製造攻
擊中央的子彈，從而亦把香港「拖落水」。他
批評，這些人立心不良，其惡行更愈見明目張
膽，市民不應再被這些人矇騙，不要讓他們的
奸計得逞。

何啟明批挾洋自重謀私利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是次反對派
「傾巢而出」，由李柱銘跑到美國「胡言亂
語、說三道四」，公然邀請外國勢力向香港施
壓，還把這種「添煩添亂」的行為自詡為「成
功」，簡直是可恥。他並批評陳方安生與郭榮
鏗跑到德國延續其「抹黑」香港的把戲，所作
所為，並非真心為香港，而是靠勾結外國勢
力，以圖個人政治利益。

阿曾倡
「直上大會」建制仍寄望法委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上周六反對派粗暴阻撓
《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
案》委員會開會，令該法案委
員會至今未能選出主席。立法
會前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事
件充分說明現時立法會的自我
約束和規範功能已經「徹底崩
潰」，難有讓步空間，建議直
接將草案提上立法會大會審
議，以打破僵局。立法會多個
政黨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認同「直上大會」是選項
之一，但目前仍希望透過法案
委員會處理各界提出的問題。
曾鈺成昨日在電視節目《講
清講楚》中，批評曾為該法案
委員會主持的民主黨議員涂謹
申，指出立法會《議事規則》
及《內務守則》已列明，最資
深議員在法案委員會只能主持

選出主席，並無權力處理議會
規程問題，但涂謹申明顯是
「失責」及「越權」。
曾鈺成更批評上周六的「亂
局」，指出雙方議員均報警求
助，反映議員的自我規範功能
徹底崩潰，未能維護立法會的
尊嚴。
面對有關困局，曾鈺成提
出，若法案委員會繼續無法
順利運作，可直接將草案提
交大會恢復二讀、三讀。他
說，內務委員會有權終止法
案委員會，現時亦無規定法
案必需經過法案委員會的程
序，才能進行二讀、三讀。
曾鈺成直言直上大會「冇咩
唔好」，並指出法案委員會旨
在節省大會的會議時間，增加
與政府協商的機會，但由始至
終法案委員會都未能起到這個
作用，而議員在法案委員會表

黃國健：反對派須負責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
指，早前亦曾有人提出有關建
議，但大家都希望透過法案委
員會的平台處理各界的疑問及
意見，所以才以最大的耐心及
容忍面對反對派的滋擾行為。
他希望全港市民看清楚反對
派的所作所為，未來建制派仍
會盡力開會，但最終若有任何
後果，反對派須負上一切責
任。

CY

內文標題迥異 砌北京天氣差

梁振英指︰「過去有政治人物接受《蘋果日
報》採訪，刊登出來之後，看了就後悔。想不到
《蘋果日報》連藝人也不放過，也要利用作為反
北京的宣傳。」
他續說，《蘋果》昨日刊出周海媚的全版訪
問，副題是「個個都話北京天氣好差」，但內文
其實是完全相反。他引述周海媚在內文說：「北
京嘅天氣，我覺得大家係有一個好深嘅誤會，個
個都話北京嘅天氣好差，成日都有霧霾呀！其
實……（下省一百字）……依（𠵱 ）家嘅北京係
經常見到藍天白雲嘅，同埋空氣好清新囉！」
梁振英直言，這篇報道可以在大學傳理系作為
反面教材教學生，並反問大家還敢不敢接受或信
不信《蘋果》的採訪。

馬逢國批涂謹申濫權毀議會

顏汶羽責勾外力誤導國際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出，反對派不斷勾
結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將錯誤、片面
的資料拿去誤導國際社會。他強調，修訂《逃
犯條例》，是為了堵塞法律漏洞，以免香港成
為「逃犯天堂」。他強調，法治是香港引以為
傲的事，移交需符合「雙重犯罪」原則及由香
港法庭把關等，都提供了法律和程序上的保
障。

達完意見，到大會時又再重
複。
對於有關建議，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認同是選項之一，但表
示仍希望周二的會議能夠順利
進行。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認為，待
周二的會議情況，再進行評
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最近每日監察
《蘋果日報》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
facebook 撰文，踢爆《蘋果》連娛樂版都搞誤
導。他指出，《蘋果》昨日有篇藝人周海媚的訪
問，副題寫着「個個都話北京天氣好差」，但原
來內文意思完全相反，周海媚是說現時在北京常
見藍天白雲，覺得空氣清新。梁振英反問︰「你
還敢接受《蘋果》採訪嗎？你還敢信你在《蘋
果》看到的報道嗎？」

批誤導

六出席紐約華埠中華公所舉行的研討會。李柱
銘聲稱，美加行程至今獲得的支持度相當大，
但最後是否能令特區政府收回修訂《逃犯條
例》的相關草案，仍要大家「努力」云云。
與此同時，早前訪美的陳方安生，再與公民
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於昨日至 18 日到訪柏林
及漢堡，進行其抹黑修例的工作，兵分兩路邀
請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蘋果》又玩標題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馬逢國批評涂謹申失職，令議會失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一手摧毀立法會的秩序，置議會如
「爛仔館」，更令立法會修訂《逃犯條
例》的法案委員會，完成首讀至今約一
個月時間，仍然未能選出主席，反對派
更「自封」民主黨議員涂謹申為「山寨
主席」，私自向委員會發出文件，做法
瘋狂。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議員馬逢國批評，涂謹申本屬最資深
的立法會議員，更具有律師資格，除熟
悉議會程序之外，亦應依照議事規則主
持選舉事務，但他竟然濫權，舉行兩次
會議，也未能成功選出主席，批評對方

失職，令議會失效。
馬逢國昨日出席港台節目《城市論
壇》時強調，過去兩次法案委員會的開
會情形，大家有目共睹，反對派將立法
會變成一個政治角力場所。

斥反對派無理指責秘書處
對於反對派把矛頭直指立法會秘書
處，馬逢國批評，反對派的行為更為不
合理，因為法案委員會還未產生主席，
秘書處根本沒有請示的對象，才透過書
面傳閱的方式通知全體委員，也是秘書
處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根本沒有任何

不對之處，但反對派卻直接向立法會秘
書長陳維安發出律師信，對他施加政治
壓力。實際上秘書處只是行管會的僱
員，議員若有不滿，理應先向行管會提
出申訴。
此外，馬逢國認為，香港是一個法治
的社會，多名反對派議員，本身更具有法
律背景，可循法律的途徑作出申訴，包括
提司法覆核或申請禁制令等。若議員對修
訂《逃犯條例》有任何問題或意見，更應
在法案委員會上討論，但涂謹申花了兩次
會議、共4個小時也未能成功選出主席，
就是未能有效執行主持的職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