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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惡過正版 反對派要建制停會
昨又坐門口通宵堵塞會議室 霸道無理行為離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
「山寨主席」涂謹申上周通過其
助理向議員發出今日的「會議通
知」和「議程」，格式和官方的
一模一樣。香港律師會前會長、
新界西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前晚到
警署報案，指涂謹申冒認法案委
員會主席，以此名義行事及發出
一系列虛假文書，涉嫌干犯串謀
偽造罪，又指「山寨副主席」、
公民黨議員郭榮鏗涉嫌干犯串謀
使用虛假文書罪。警方將案件列
作「求警調查」處理，由港島總
區刑事部公眾活動調查組跟進。
在反對派本月初「開流會」、

選出涂謹申為「山寨主席」後，
涂謹申即「行使主席權力」決定
下次「會議」日期，更向所有議
員發出開會時間地點的「會議通
知」。
當時，已有建制派議員透露，

由於涂謹申的「會議通知」，格
式和由立法會秘書處發出的正牌
會議通知的格式幾乎一模一樣，
令他們差點「中招」回覆。他們
質疑，涂謹申此舉或涉及偽造虛
假文書，建議報警處理。

格式「以假亂真」
涂謹申近日又再向全體法案委

員會委員發出今日「開會」的
「會議通知」，格式仍舊與秘書
處發出的通知的格式一樣，列有
檔案編號，更附上會議資料、議
程、會議紀要等文件，幾乎可
「以假亂真」。
就此，何君堯昨日在facebook

透露，他前晚到灣仔警察總部報
警，更上載了報案紙及部分口供
紙。他強調：「沉默不是懦弱，

忍讓不代表姑息！既然你們做
511，我們為你做513！」
何君堯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反對派強行成立「冒牌會
議」，選出涂謹申這「山寨主
席」，並沒有法律基礎和效力。
涂謹申以「主席」身份向委員發
出「會議通知」，而該通知在格
式上假扮作秘書處發出的真正文
書，不但行文大同小異，文件中
更印上編號，惟立法會中根本沒
有這編號的檔案存在，該有關做
法已涉嫌觸犯行使虛假文書的罪
行，他遂報案交由警方跟進。

一經定罪可囚14年
警察公共關係科在回覆傳媒查

詢時表示，灣仔警署昨日接獲一
名姓何男子報案，指有人使用虛
假文書召開有關修訂條例的會
議。案件已列作「求警調查」處
理，由港島總區刑事部公眾活動
調查組跟進。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七十

一條，任何人製造虛假文書，意
圖由其本人或他人藉使用該文書
而誘使另一人接受該文書為真文
書，並因接受該文書為真文書而
作出或不作某些作為，以致對該
另一人或其他人不利，則該名首
述的人即犯偽造的罪行，一經循
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4年。
涂謹申其後發出聲明，聲稱反

對派是根據立法會《內務守
則》，在月初舉行的會議上選出
他和郭榮鏗擔任「正副主席」，
故他向各委員發出「通知」及相
關「議程」並無誤導議員，更稱
何君堯是次報案是「浪費警力及
報假案」云云。

何君堯報警指控涂謹申偽造文書
在上周六會議期間，「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

威擒高飛撲，結果自食其果、倒地受傷。昨日，
他到灣仔警察總部報警，指控民建聯議員何俊賢
及周浩鼎涉嫌普通襲擊。周浩鼎發表聲明，批評
范國威含血噴人，並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蘋果日報》前日報道范國威倒地受傷一事時
聲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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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即發表嚴正
聲明，批評有關報道的標題及內容斷章取義，是
失實及有嚴重的誤導成分，漠視當時是反對派議
員刻意造成的混亂局面，及范國威多次衝擊石禮
謙的情況，並強調他對這「非常嚴厲的指控」保
留法律追究權利。
不過，范國威昨日「報警」，指稱他當日阻擋

石禮謙持咪發言，「清楚看到」何俊賢將他推
開，周浩鼎就以手推他的腰，而在他後方的民建
聯議員陳恒鑌閃身避開，「導致他跌在地上失去
知覺。」

飛身搶咪罔顧他人安全
周浩鼎隨即發表聲明，指范國威當日罔顧他人安

全，飛身衝向石禮謙、企圖搶奪他手上麥克風而自
己失去平衡倒下，卻反指控有人當天推撞他，是含
血噴人，「本人絕無如他所指推他倒下。」

他批評，范國威罔顧他人安全，衝撞他人，最後傷及陳
恒鑌，行為涉犯普通襲擊罪，「就此事本人較早前亦已經
在警署報案。現他竟然惡人先告狀，含血噴人。本人保留
一切追究權利。」
當日一直守護石禮謙的民建聯議員鄭泳舜亦指，「范國威

罔顧他人安全，衝擊議會，爬上會議枱上，多次想搶奪石禮
謙的咪高峰，最終飛撲墮地，壓傷陳恒鑌，這是事實！但范
國威竟顛倒是非，作出失實指控！誣衊有人推拉他！」
他批評：「當時范國威及多名『泛民主派』議員，不斷推

撞石禮謙及阻止他主持會議，經多次勸阻也不肯停止，更手
腳齊用，推撞保安人員、我及多名保護石禮謙的建制派議
員，但他們卻反指被人拉扯，含血噴人、惺惺作態、倒轉事
實陳述！我實在不恥這惡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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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上周六大鬧法案委員會會議，令
多名議員受傷，昨日又開始部署擾亂

今日的會議。昨晨，一眾反對派議員舉行閉
門會議討論對策，「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
孟靜下午則現身會議室外，企圖推門進內再
次上演霸佔會議室的戲碼，惟數個會議室的
大門均被鐵鏈鎖上，毛不得其門而入，唯有
離開，更聲言這是「前所未有」。
就立法會會議室大門用鐵鏈上鎖一事，
立法會秘書處回覆查詢時表示，有關做法
一如以往，若會議室沒會議進行或使用，
都會上鎖，這是慣常做法。

立會外紮營場面冷清
到晚上，公民黨議員譚文豪和民主黨許
智峯索性坐在會議室外，企圖今早先行一
步入會議室霸位。另一方面，民陣則在立
法會外召集示威者通宵紮營至今日上午，
分別到特首辦抗議和在立法會示威區直播
法案委員會情況，企圖向議員施壓。
不過，在昨晚11時聲稱要在議會外通宵

留守的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觀察，
只得寥寥十數人在場，場面冷清。
在上周六暴力衝擊議會的反對派議員就發
聯署信，其中非但未有提及混亂全因他們而
起，更倒果為因地稱，由石禮謙主持的法案
委員會的成立及過程「不合憲」，引起社會
上及議會中「重大反響、爭議及撕裂」，為
免「再有衝突」，要求取消今日會議。

石禮謙：應盡快選出主席
石禮謙昨日透過立法會秘書處發聲明回
應，有關條例草案已提交立法會逾月，仍
然未能展開審議工作，法案委員會應盡快
開會選出主席，不應再拖延，並呼籲委員
應該以務實、和平、理性的態度出席會

議，履行議員的職責。
他並重申，內務委員會早前已召開特別

會議，並根據《議事規則》第七十五（8）
條向法案委員會提供指引，「本人獲授權
決定上述法案委員會的會議日期、時間及
地點，並在會議上主持主席選舉，直至選
出主席為止。」

建制斥反對派惡人先告狀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批評，反對派「惡人

先告狀」、顛倒是非黑白。石禮謙獲內會
指引賦權，今日會議是名正言順的會議，
但卻被反對派抹黑，其「山寨會議」更企
圖提早霸佔會議室，做法霸道。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批評，內委會授權石禮

謙主持會議，完全符合基本法賦予議員的職
責及權利，但反對派用盡各種手段阻止議員
出席會議，更惡人先告狀聯署要求取消會
議，做法離譜，又批評反對派議員與民陣所
為，只顯示他們自己行為無理而已。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形容，反對派所為是

「小三惡過大婆」：涂謹申明明「自封」
主席、強行召開「山寨會議」，竟「理曲
卻氣壯」要求取消名正言順的正牌會議，
所為橫蠻霸道，而煽動支持者的民陣已經
和「港獨」拉關係，背後的政治目的，大
家心知肚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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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今日再次召開會議。鑑於反對

派上周六通宵「佔領」會議室，立法會秘書處昨日鎖上會議室，免反對

派入場霸位搗亂，惟反對派議員昨晚開始坐在會議室外堵塞，更聯署要

求取消今日的會議，以免「引起混亂」；民陣則於立法會外召集示威者

施壓。負責主持會議主席選舉的地產及建造界議員石禮謙昨日強調，會

議不應再拖延，並呼籲委員應該以務實、和平、理性的態度出席會議，

履行議員的職責。 多名建制派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反

對派所為霸道、無理，是匪夷所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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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近日突然取消阿富汗國家寶藏展，中國
為保護其他國家的珍貴文物，免遭流失被毀，
主動肩負起世界文明的擔當，安排這些文物在
中國巡迴展出，以行動證明所謂的「恐中
論」、「國強必霸」，只是毫無根據的抹黑。
中華文明從未、也永遠不會成為其他文明的威
脅。中國包容開放，與世界各民族攜手合作，
共創人類文明和諧共生之路，將贏得世界各國
和人民的尊重。

長年戰亂中，阿富汗境內眾多歷史古蹟、文
明瑰寶毀於一旦。從 2006 年起，代表了阿富
汗巴克特里亞王國和貴霜帝國等時期的231件
珍貴文物，歷盡戰火劫難倖存下來，堪稱奇
蹟。阿富汗的文化保護者們，決定帶這批珍
寶到全球巡展，讓它遠離本國戰火。

2017 年，這批文物在中國故宮博物院展
示，本應接力展出的美國取消了展覽。如果不
能及時為這批國寶找到下一個落腳點，它們可
能不得不返回局勢尚不穩定的阿富汗，面臨未
知的命運。關鍵時刻，中國伸出援手，安排這
批文物在中國不同城市接力巡展，守護這份人
類的共同文明。

對於阿富汗國寶的坎坷命運，中國感同身
受。中國曾飽受戰火摧殘，列強欺侮，大量文
物遭破壞和掠奪。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兩次攻
陷北京，萬園之園圓明園被付之一炬，眾多珍
貴文物被侵略者強搶而流失海外。抗戰期間，
為躲避炮火和敵寇掠奪，故宮大量文物被迫千
里迢迢南遷。如今，中國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奮

鬥，已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沒有人敢欺負
中國、掠奪中華文物，中華文化傳揚四海。

「文化在，則國家存。」正因為飽經苦難，
中國更明白保護文物，對一個國家、民族的重
大意義。因此，在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交流
中心的協調下，國內多家文博機構先後接手，
用在中國巡展的方式守護這份人類共同的文明
記憶，把展覽當作一場國際道義的接力。

值得注意的是，隨中國崛起強大，西方針
對中國的「文明衝突」論甚囂塵上，引發的批
評和擔憂不斷發酵，聲稱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
截然不同，必然導致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
的對抗，甚至對西方造成更大、更長期的威
脅。這是別有用心的誤導和抹黑。

中國文化中沒有「國強必霸、威脅別人」的
基因，中華文明崇尚的是「和而不同」、「以
和為貴」，幾千年來和平共處融入了中華民族
的血脈。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在闡述人類文明和
諧共生之路時指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優越。」

中國主動伸出援手保護阿富汗國寶，負起保
護人類文明的責任；中國即將舉辦的亞洲文明
對話大會，為推動文明相遇互學，以「文明共
存」超越「文明衝突」，打造一個世界開放包
容的對話平台；中國主動伸出援手保護阿富汗
國寶，負起保護別國文明的責任，足以證明中
國是世界文明的保護者，用文明的
力量守護文明。

中國保護阿富汗國寶顯示對世界文明擔當
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今日繼續召開

會議。上周六反對派採取集體暴力阻礙開會，
造成前所未見的混亂場面，令人震驚、憤怒。
反對派剝奪其他議員的議政法定權利，用反民
主、反公義的手段，爭取他們口中的所謂「民
主、公義」，是對香港議會民主、程序公義和
法治文明的踐踏，定會受到珍惜議會功能和形
象的建制派議員的反制，也定會受到廣大市民
的堅定反對。

議會民主制是很多國家地區實行的基本政治
制度。由選舉出來的議員，就各種管治問題和
事務進行民主商議，尋求最大公約數，維護社
會正常運作。任何議會都有規有矩，有議事規
則賦予議員權利，同時約束議員行為，保障議
會正常運作。議事規則本身就是不同派別、不
同主張的議員，通過充分協商交鋒、達至共識
的共同守則。不遵守議事規則，議會就會變成
吵吵鬧鬧、暴力泛濫的場所，議會民主論政、
監督施政的功能就不復存在，議員形象也會破
敗不堪。此次反對派阻礙修例，正是暴力癱瘓
議會、破壞程序公義的典型例子。

反對派一開始就利用議事規則的灰色地帶拉
布，騎劫議會，更公然自組毫無法律效力的
「山寨委員會」，自選「山寨主席」，並偽造
立法會文件，召開「山寨會議」。反對派更採
取暴力非法手段，佔據立法會多個會議室及主
席台，阻礙正式的法案委員會召開，令選主席

的程序始終未能完成。
香港珍視民主法治，

立法會更必須帶頭踐行合法合規、程序公義。
只有這樣，才顯示並且示範健康民主。程序正
義也稱程序公正，別稱「看得見的正義」，是
指解決爭端過程中的公平理念和行為準則。程
序公義是法治社會的核心原則之一，若程序公
義被破壞，勢必對社會公義帶來傷害。不遵守
法律和議事規則，不尊重程序公義，根本無民
主法治可言。反對派癱瘓議會，不讓合法合規
的法案委員會召開，破壞議會民主和程序公
義，還好意思講自己維護民主公義，天下還有
比這更不知羞恥的邏輯？

立法會出現「偽會議」「偽主席」「偽文
件」，反對派對合法履行職責的主席和議員施
以暴力傷害，上演香港史無前例的議會暴力醜
劇。今天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再開
會選主席，反對派早早放言「屆時再戰」「奉
陪到底」，暴力恐嚇意味極濃，妨礙議員審議
法例的企圖彰顯明甚。法律和議事規則禁止妨
礙議員開會，反對派的作為，是對有關法律的
無視。

此次反修例，反對派口口聲聲說為「維護法
治、保障人權自由」，可他們的所作所為卻是
破壞法治、損害民主自由，與程序公義背道而
馳。香港作為法治公平社會，不容許存在不受
法律約束的「法外之人」「法外之地」，更不
容許有人打着民主自由的旗號反民主自由。反
對派議員搞議會暴力，違反程序公義，必須受
到檢控，廣大市民也會看清他們的惡行，一定
會以強大民意，制止反對派繼續胡作非為。

反對派暴力惡行摧毀議會民主程序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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