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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團齊抗辱女性 促平機會徹查
要求跟進懲處胡志偉 研修例保障女性不受侮辱

主席胡志偉在上周的立法會行政長官
答問大會上，以「八婆」及「唔死都
冇用」來侮辱特首林鄭月娥，激起了
公憤。多個婦女團體數十名代表昨日
分別到平機會總部抗議，並批評胡志
偉的言行貶低女性，毫無道德操守，
更對青少年做了很差的反面示例，及
損害香港形象。他們要求胡志偉向林
鄭月娥及所有女性道歉，同時強烈要
求平機會主動徹查事件並跟進懲處，
及研究是否提議修訂條例，保障女性
公務人員不受歧視及侮辱。
由一班市民組成的「譴責胡志偉侮辱女性關
注組」昨日一行數十人到平機會總部請願，要
求胡志偉道歉並收回侮辱林鄭月娥的言論。

議員豈能無基本操守？

不道德 涉歧視 惹公憤
數名同樣到平機會請願的「香港婦女聯盟」
代表批評，胡志偉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立法會
議員，理應知法懂事，但他在立法會上的措詞
竟極度不尊重女性，不僅踰越了道德底線，更
對青少年造成嚴重影響，並深深傷害了所有女
性。
聯盟批評，胡志偉的所作所為明顯是性別歧
視，貶低女性，必須公開向特首及所有女性道
歉。同時，不少國家或地區均將侮辱公務員列
為刑事罪行，他們強烈要求平機會主動徹查事
件並跟進懲處，並研究是否提議修訂條例，保
障女性公務人員不受歧視及侮辱。
到平機會請願的也包括數名「維婦權撐修例
關注組」代表。代表鄺女士強調，現今婦女於
社會的地位舉足輕重，而胡志偉在議會上公然
侮辱女性，「任何人都接受唔到。」
他們認為，今次事件已損害香港形象，更形
成社會一股壞風氣，擔心「將來滿街也聽到有
人鬧其他人八婆。」由於他們對相關法例認識
不深，不知道胡志偉的言論是否已抵觸法例，
所以才希望平機會徹查。
鄺女士續說，是次事件的觸發點在於《逃犯
條例》的修訂，「正是一名女子於台灣被殺，
為了替她鳴冤而觸發條例修訂，究竟（反對
派）有無試過站在受害人父母的立場去看待事
件、有無理過他們的感受？」

27 萬 人 撐 修 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市民攜手挺建制 促查假主席假文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修訂《逃犯條
例》的法案委員會昨日再開會，反對派再次阻礙會
議進行，8個團體和數百名支持修例的市民昨晨在立
法會示威區聲援立法會大樓內的建制派議員。他們
批評反對派的行為破壞議會秩序，更質疑民主黨涂
謹申以「主席」身份召開會議的行為是否合法，並認
為其行為涉及偽造虛假文書，要求警方作出調查。
「保衛香港運動」、「珍惜群組」、「金紫荊撐
修例關注組」、「香港廣西欽州市聯合總會」、
「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港島之友」、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及「支持修例關注組」共數
百名成員昨晨齊集在立法會示威區，支持建制派議
員在昨晨會議上選出修訂《逃犯條例》的委員會主
席，令立法程序進入新一個階段。

批「黑道」行徑擾議會 知法犯法
「保衛香港運動」主席傅振中形容，反對派議員上
星期六的行動如同「黑社會」所用的暴力威逼手段，
是將台灣的暴力議會文化引入香港，
「台灣議會情況
發生到最離譜的一役，是把議長關在休息室內，令
議長無法主持會議；香港反對派更無法無天，公然
製造
『山寨』
會議和主席，為立法會開了極壞先例。」
他強調，《逃犯條例》的修訂是為了堵塞法律漏
洞，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而保安局在廣泛諮詢
社會意見後已經作出回應，提高了移交逃犯的門
檻，釋除了工商界和市民的疑慮，「修訂《逃犯條
例》獲得主流民意支持，目前已有逾 25 萬人網上簽
署撐修例。」
「珍惜群組」亦對涂謹申繼續「主持會議」的行
為感到非常不滿，指內會已「DQ」涂謹申的主持身
份，並批評本身是律師的涂謹申知法犯法，在向全
體委員發電郵通知會議時並未獲法案委員會授權，
所以相關文件涉及虛假文書。
他們引用《刑事罪行條例》第七十一條，指任何
人製造虛假文書，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14 年，期望特區政府可以強硬執法，追究涉嫌偽造
文件假傳開會通知的涂謹申和其他反對派議員的法
律責任，令立法會回復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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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的撐修例
聯署行動，截至昨晚 11 時已經有 271,155
人參加。

「獨」人襲請願者 搶國旗掟落地

群組代表洪小姐批評胡志偉的言行舉止令人
「火都嚟」，不僅毫無人性，連作為立法會議員
最基本的操守及道德也沒有，
「一個神聖的議事
廳本應是為民謀福利、為港求繁榮的地方，如
今卻搞得不知似什麼！立法會議員就可以這樣
無法無天，想罵什麼便罵什麼嗎？」
她批評胡志偉作為公眾人物，對青少年做了
很差的示範，「香港是民主、文明的現代都
市，不能容許這樣低俗的事情發生在我們身
邊，廣大市民也強烈要求胡志偉公開道歉！」
他們要求平機會跟進事件，並要求執法部門跟
進懲處，給廣大女性同胞一個交代、給社會大
眾一個說法。

修例符國際標準 中律協促停妨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反對派不
斷危言聳聽，聲稱一旦《逃犯條例》修訂
獲得通過，香港就會「人人自危」。香港
中律協昨日發表聲明，指是次修例符合聯
合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標準及做法，並
批評立法會發生暴力妨擾會議正常審議
《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有損香港法治
精神及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服務中心的國際
形象，該會對此深感遺憾 。
香港中律協表示，法治是香港的核心
價值，故該會支持香港政府修訂《逃犯
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
例》，捍衛公義及法治，促進國際合作
打擊跨境嚴重罪行，維持香港治安，強
化香港法治及令香港的國際營商環境更
為穩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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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審議《逃犯條例》修訂的法案委
員會再次被反對派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

外同一時間亦充滿火藥味，支持及反對修
例的團體不時互相指罵及推撞。其間，
「港獨」分子鍾翰林走到支持修例者聚集
的示威區，搶走支持者手持的國旗並刻意掉落地。此
舉已涉嫌觸犯刑事毀壞和侮辱國旗罪。
包括「學生獨立聯盟」的陳家駒、「學生動源」的
鍾翰林等「港獨」分子，聯手多個傳統反對派政黨及
團體，昨晨到立法會示威區集會，與支持修例的團體
各據一方。
在立法會的會議開始前，反對派的支持者已經不斷
出言挑釁支持修例的集會人士，引發雙方互相指罵，
警方遂臨時加設「鐵馬」，將不同陣營的支持者分隔
開。
其後，鍾翰林突然衝出劃定的示威區，衝向支持修例的「保
衛香港運動」一方，突然搶走「保衛香港運動」一成員手上的
國旗，再掉在地上。警員即時介入調停，並在現場放置更多
「鐵馬」，將雙方集會人士完全分隔。
鍾翰林的行為涉嫌已經觸犯了多條刑事罪行，包括刑事毀壞
和侮辱國旗罪。根據《刑事罪行條例》 ，任何人如無合法辯
解而摧毀或損壞他人財產，意圖作出上述行為，或罔顧他人財
產被摧毀或損壞而作出上述行為，都屬違法，最高可被判終身
監禁。
根據
《國旗及國徽條例》
，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
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處第五級罰款及監禁3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市民心聲：勿再阻撓

盡快修例

盲反累港

葉先生：我
們不能接受任
何人在外地犯事後逃
回香港，避過法律責
任，希望立法會盡快
完成修例，為台灣殺
人案死者討回公道。

鄭小姐：立法會議
員的工作是代表市民
監察政府，令政府有效運
作，但反對派議員只懂搗亂，
為反對而反對，令立法會無法
有秩序地進行會議，行為不單
違反法例，更破壞香港穩定。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仁至義盡
蔡先生：
建制派之前
已經給予反對派
足夠機會，如果他們
當時順利選出主席，
就不會出現現在的混
亂情況。

早應堵漏
吳先生：
未能移交逃犯
的漏洞早應處理，
不應該存在太大爭議。
反對派不應該繼續阻
撓，希望他們理性處理
問題。

兼顧公義人權 做法參照美加

該會指，根據聯合國動議45/116及修
訂動議 52/88，各司法管轄區有責任完
善本地移交逃犯之法例，保障人權與完
善有效移交法例並無衝突。香港修訂及
完善有效的逃犯移交法例，實為國際上
應有之義。
該會強調，修例已對移交逃犯及人權
保障作了有效平衡。修例可讓香港跟從
國際慣例，以「個案形式」及同一標
準，處理涉及未與香港簽訂移交逃犯安
排的司法管轄區的嚴重罪案。由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啟動「個案移交」切實可行，
是參照美加行政機關啟動程序做法。
同時，修例將個案移交最終把關的權
力賦予香港法院。個案移交必須符合法
定罪行及兩地同屬犯罪才可移交、已過追訴時效
的罪行不移交、死刑犯不移交、政治犯不移交、
宗教和種族等原因不移交等一系列國際通行的原
則和標準。
該會續指，被移交人在香港可以通過司法覆
核、人身保護令、酷刑聲請、上訴等途徑尋求救
濟，可確保不符合條件者不被移交。被移交人的
人權獲得充分的保障，而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有來
自英國、澳洲等國家的資深法官擔任海外非常任
法官，確保香港司法把關人權保障的獨立性。
香港中律協強調，修例符合聯合國國際刑事司
法協助的標準及做法，顯示香港竭力維護社會公
義及打擊跨境犯罪的決心，進一步提升香港法治
化的國際營商環境，讓香港繼續繁榮穩定。

教聯會譴責反對派立壞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立法會有關
《逃犯條例》修訂的法案委員會多次舉行會議，
惟反對派議員以暴力阻撓，拉扯、推撞、爬高、
飛撲、搶咪通通出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昨日
發表聲明，譴責反對派在議會使用暴力，為年輕
人立下壞樣。該會支持盡快通過修訂《逃犯條
例》草案，以彌補現行法例的不足，並推動社會
發展。
教聯會在聲明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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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上周六舉行會議期間，反對派議員粗暴干
預，令會議多次中斷；部分議員甚至暴力衝擊，
導致不少議員及立法會秘書處職員受傷。作為教
育團體，教聯會譴責議會暴力行為，批評此舉為
年輕人立下壞樣，對此深表遺憾。
教聯會認為，是次修例能彌補香港在司法互
助、共同打擊犯罪方面存在的不足，增進與國際
間及周邊地區的司法合作，保持社會繁榮安定，
避免香港淪為逃犯避風港，維護「一國兩制」。
同時，是次修訂亦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教聯會引用基本法第九十五條，列明「香港特
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
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
助」。特區政府早已就《逃犯條例》完成大量諮
詢，其中大部分市民支持修例，及在此基礎上調
整建議，形成草案，故教聯會支持盡快通過《逃
犯條例》的修訂，並期望各界一同支持修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