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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暴力衝擊 建制歷歷在目
黃定光梁志祥陳克勤做證 警再退將嚴重威脅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聶德權昨日去信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表明不會在暑
假休會前，恢復二讀《國歌條例草
案》。
信中解釋，多名議員在法案委員
會審議階段提出了多項修正案，涵
蓋草案的大部分條文，估計即使恢
復二讀辯論，亦沒有足夠時間完
成，決定在下一個立法年度恢復二
讀。
多名立法會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均認為，雖然理應盡快完成
有關立法工作，但由於目前社會撕
裂情況嚴重，預計反對派將繼續借
機挑動市民情緒，為維護社會整體

利益，暫時「停一停、想一想」，
讓大家冷靜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安
排。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早前已

經向政府表明，經過反對修訂《逃
犯條例》一事，議會需要時間修補
及平靜，希望先處理民生和經濟問
題，故不建議在今個立法年度，恢
復二讀《國歌條例草案》。
他說，立法會仍有很多民生及經

濟議題要解決，包括稅務寬減、延
長法官的退休年齡等，政治事件應
暫時放開一邊，希望議員重新聚焦
議會事務。

李慧琼：現時二讀徒添亂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
指出，同意在合適的時間，完成國
歌法的立法工作，她認為，現階段
恢復二讀辯論，對修補社會撕裂沒
有任何好處，只會令社會再次混
亂。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指出，建

制派會議內沒有提出討論，故未有
任何共識，但聽不到有任何反對的
聲音，同意應該在適當時間，完成
二讀和三讀的工作。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認為，《國歌

條例草案》已經過立法會法案委員
會的詳細討論，理應該提上立法會
大會審議，但礙於目前的社會的撕
裂情況，及立法會休會在即，尚餘

的會議節數有限，議程內又有多項
議題需要表決，故難以在7月中休
會前完成，基於以上各種原因，暫
時不處理也是可以理解，但強調國
歌法的立法工作是必須。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

出，反對派在反對《逃犯條例》
修訂後，還未有意罷休，仍千方百
計繼續煽動市民情緒，為年底的區
議會選舉撈選票。
他預計，若將《國歌條例草案》
提上立法會大會審議，只會再被反
對派妖魔化、抹黑等，再次挑起新
一輪政治風波，故應該先「停一
停、想一想」，冷靜一下，避免
令社會產生更多傷害。

讓大家冷靜一下 國歌法延後再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大會以及工務小組委員會，
因上周三（12日）大樓受到激進
示威者暴力衝擊而休會。昨晨，工
務小組委員會正式復會，反對派議
員就頻以修例事件借題發揮，聲言
政府「拒絕撤回」修例，所以他們
要拒絕支持理工大學在何文田興建
一棟新教學大樓的14億元撥款申
請。有建制派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批評，反對派為政治利
益公然犧牲市民的福祉，影響料將
逐漸浮現，屆時受害的將會是普羅
市民。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昨晨舉行
暑假休會前最後一次會議。在討論
撥款14億元支持理工大學在何文田
興建一棟新教學大樓，及為康復治
療科及視光學系提供額外教學設施
時，「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即借
題發揮。
他承認該項目本身並不具爭議
性，但「學生」目前較關心的是特
區政府會否撤銷在反修例衝突中對

「學生」的檢控多於校園擴建一
事，故他現在「難以支持撥款」。
「熱血公民」議員鄭松泰亦聲

言，特區政府未有承諾會釋放被捕
的反修例示威者，故他對所有政府
的撥款申請原則上都「無辦法支
持」。
最後，鄭松泰投下反對票，工黨

的張超雄、「新民主同盟」的范國
威、公民黨的楊岳橋和「人力」的
陳志全則投下棄權票。

盧偉國：料加會機會不大
小組委員會主席盧偉國表示，昨

日是工務小組委員會暑假休會前最
後一次會議，而未完成審議的議程
項目有11個，分別為將軍澳—藍田
隧道興建不停車繳費系統、活化翠
屏河、重建南丫島的北角碼頭等，
但倘沒有其他重大議程，相信加會
的機會不大。

鄭泳舜批政治凌駕民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指出，

工務小組委員會已堆積了多項涉及
民生事務的撥款申請，包括是次討
論的、將何文田一幅斜坡交予理工
大學興建新教學大樓。
事實上，反對派聲稱支持有關項

目，但同時就將之與修訂《逃犯條
例》爭議捆綁，在討論過程中不斷
離題批評特首，是以政治凌駕民
生，並希望立法會應盡快回歸正
軌。

梁美芬：不應無視民生福祉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強調，

政治歸政治、民生歸民生，工務小
組委員會所討論的，全部都涉及民
生，與修訂《逃犯條例》或特首林
鄭月娥在是次事件中的處理手法根
本扯不上任何關係，反對派不應
以民生福祉作為一己的發洩對
象。

陸頌雄：反對派不負責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直言，

對反對派政治凌駕法治已經見慣不

怪，而反對派以政治凌駕民生，通
過批評政府以撈取政治本錢亦是慣
伎，但此舉將令很多工務工程受
阻，最終受影響的是班打工仔，而
反對派只會將責任推到政府頭上，
這是不負責任的極致。

陳凱欣憂工人生計受影響
立法會九龍西議員陳凱欣亦形

容，昨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已
成為反對派的發洩場所。事實上，
自上周五開始，很多會議都被迫暫
停，但很多民生議題仍需要處理，
倘再受拖延，很多不良影響將會逐
步浮現，例如工人生計將會受到影
響。
她批評反對派罔顧民生，以政治

凌駕民生事務，「反對派已經霸佔
了今（昨）日的立法會會議，就修
例事件提出多條質詢及動議辯論，
更講了一個上午，已有足夠途徑表
達，就不應搞工務小組委員會，騎
劫小市民的福祉來威脅特區政
府！」

得寸進尺阻擴建 反對派害慘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立法會昨日大會上，首先處
理由「議會陣線」議員區諾軒與民主黨議員林卓廷提出的、關於
「6．12事件」的緊急口頭質詢。其間，各反對派議員不斷「公
審」出席答辯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浪費了300多分鐘近4個小
時。到下午4時多進入口頭質詢環節時，民主黨議員尹兆堅又突
然提出要求點算人數。最後，建制派議員認為繼續浪費時間實毫
無意義，遂決定不返回或離開會議廳，會議在未達足夠法定人數
下流會。
昨日大會在處理區諾軒與林卓廷的兩條緊急質詢，主席梁君

彥給予足夠時間容許反對派議員不斷質詢，已經令整個會議程序
大大超時。
不過，反對派議員「意猶未盡」，尹兆堅在會議進入正常質

詢程序時突然提出點算法定人數，惟在法定時間15分鐘後，會
議廳只得24名議員，主席梁君彥因法定人數不足而宣佈休會。

張宇人：建制指再搞無意義
建制派在流會後舉行記者會。自由黨主席張宇人解釋，立法
會昨日大會重複討論令社會不安的議題，建制派經商討後認為繼
續下去沒有意義，遂決定不返回或離開會議廳內。

廖長江：不應「招呼」反對派
建制派「班長」、商界（二）議員廖長江指出，在點算人數
期間，建制派正就「很重要的事宜」開大會商討，加上不應每次
點算法定人數時都要「Entertain（招呼）佢哋（反對派）」；倘
反對派希望暫停會議，建制派就作出「配合」。

麥美娟：挑撥市民對港無益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形容「一個巴掌拍不響」，社會撕裂並非
建制派的責任，大家再討論有關問題，只會挑撥市民的情緒，對
香港沒有好處，故希望各黨派不要再糾纏同一議題。
據悉，在建制派的碰頭會上，有出席者不滿反對派有風駛盡

𢃇，而任意提出點算出席人數，是企圖操控建制派的行動，逼他
們放下手頭的工作趕入會議廳。
有建制派議員則不滿是次會議以近4小時討論反對派提出的質

詢，而討論內容並無新意，尹兆堅更任性地提出點算人數「搞
事」，故決定以行動表示對「反對派霸權」的不滿，拒現身會議
廳「湊數」。

建制派今辦集思會商對策
同時，建制派各板塊已決定今日舉行集思會，讓大家吐吐苦水。

有建制派人士解釋，自上周三立法會未能舉行大會，到特區政府宣
佈暫緩修訂《逃犯條例》的立法程序，一眾建制派未有機會聚頭討
論形勢，而現在政治形勢出現重大改變，必須共商對策，包括有關
下次立法會會議討論由反對派提出的、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不信
任動議，和傳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交代資產動議等的投票傾向。

反對派大會玩嘢
建制派拒絕奉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昨日在立法會就修
例一事的工作做得不
足，引起社會矛盾、紛
爭和焦慮向社會致歉。
他說，特首林鄭月娥已
表示未來3年有很多民
生和社會工作要做，保
安局未來會作出配合，
未來包括處理不誠實取
用電腦罪、免遣返聲請
相關的立法工作等，又
強調未來推動政策時會廣泛聽取意見，希望可以做
得更好。

警用適當和必要武力控制場面
就反對派一再聲稱警方在上周三「濫用武力」，

質疑有違《警察通例》。李家超昨日強調，警方在
使用武力方面有既定指引，也有嚴格的訓練，而行
動中警方使用的裝備，與海外國家的執法機關處理
同類暴力情況所使用的裝備相若。
他指出，當日上午，立法會大樓外原本有集會準

備進行，雖然部分人作出威嚇及挑釁行為，阻塞交
通、擾亂社會秩序，警方一直採取容忍的態度。但
至下午約3時左前方部分示威者不理會警方多次勸喻
及警告，用磚頭擲向警方，更以鐵支、鐵馬、木板
攻擊警察。
李家超直言，有關人等多次有組織地以暴力衝擊

警方防線，已對公眾安全和公共秩序、甚至在場人
士的性命造成威脅，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警方使
用了適當和必要的武力驅散人群及控制場面，保護
其他人及自身的安全。

針對有反對派議員稱有記者在事件中被警方搜查裝備、「追
打」等，李家超重申，警方一向尊重新聞自由和傳媒採訪的權
利，當日在場的警務人員在非常高壓和危險的環境下執勤，有
些行動更要在電光火石之間進行，並呼籲傳媒工作者在採訪公
眾活動或大型或混亂的示威活動時，應以自身安全為上，並聽
從現場警務人員的指示。
他續說，投訴警察課已成立特別隊伍，對相關投訴進行公平

公正調查，調查結果由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覆核。警方亦
已制訂相關指引，記者可在採訪公眾活動時隨身佩戴證件以便
警員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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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陣線」毛孟靜聲稱，警方是全副武
裝，「質疑」警方會受到「生命威

脅」。

黃定光：警裝備僅警棍和盾
黃定光直言，自己6月12日在立法會大樓內俯
瞰，當時警方裝備很輕，只有警棍和盾牌，「警
棍呎幾兩呎長，打得幾遠吖？」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12日約

下午3時，在Now TV的報道中，可以清楚看到現
場有示威者用磚頭、鐵支、木板攻擊警方，企圖
衝入立法會，而警方一路後退，幾乎已經退到立
法會大樓的玻璃門前。
他直言，如果「失去理性」的示威者衝入立法
會，立法會內的議員、工作人員、保安等所有人
的人身安全都會受到嚴重威脅，又透露自己事後
向立法會保安查詢，保安人員亦表示，「在那一
剎那，幾千人幾乎已經可以衝入立法會。」

梁志祥：警必須用適當武力
梁志祥強調，自己親眼看到激進的示威者組織

了四五次對警察防線的暴力衝擊，更目睹一名警
員被示威者的磚頭擊中後應聲倒地。在警方退無
可退的情況下，必須要使用適當武力，例如煙霧
彈等來驅散人群。

陳克勤：有人叫「1、2、3，衝！」
陳克勤憶述，6月12日下午3時，他在立法會內
聽到有人用擴音器叫「1、2、3，衝！」
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引述稱，12日示威人

群正退向中信大廈時，警方曾向人群發射幾發催
淚彈。
「議會陣線」區諾軒「質疑」警方使用武力前
並無發出警告，因傳媒片段「未見」警方「開
槍」前有舉黑旗示意。
李家超表示，只看某報道個片段未必能掌握現

場所有情況。事實上，在電視畫面中，有報道前
線示威者的暴力行為，亦有警方舉黑旗警告的畫
面，且警方亦曾發出口頭警告。

林健鋒陳恒鑌批警遭網欺
經民聯林健鋒、民建聯陳恒鑌等多位議員詢問

如何處理網上公開警員及其家屬個人資料，導致
網上欺凌、恐嚇等。
李家超引述私隱專員的表述，任何人在社交

平台公開個人資料，必須要考慮搜集相關資料
的手法是否是合法和公平的，如果搜集和披露
他人資料以達到欺凌、煽動和恫嚇等不法目
的，是不合法的。警方已經設立舉報熱線電話
處理相關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基本法

保護港人的言論自由，「6．12事件」

中絕大部分示威者亦在和平表達意見，

但有部分激進的示威者當日使用暴力手段

攻擊前線警員。在昨日的立法會大會上，

反對派一如既往地企圖漂白該部分激進分

子的暴力行為，不斷引述「他人」見聞

抹黑警員。反對派「指鹿為馬」的行徑

被建制派議員一一踢爆，進出口界議員

黃定光、民建聯梁志祥、陳克勤等均表

示在12日親眼看到、親耳聽到激進示威

者暴力攻擊警方，警方當時已退到立法

會的玻璃門處，倘不使用適當武力驅散

人群，立法會內的所有人都會受到嚴重

威脅，又批評有人網絡欺凌警員甚至其

家屬。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亦重申，惡意

散播他人個人資料屬犯法，希望市民不

要向警方宣洩對政府的不滿。

■李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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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勤展示示威者暴力攻擊警方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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