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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立法會內
務委員會昨日下午為選舉正副主席召開第
十次會議，仍毫無進展，令多項涉及經濟
民生的法案存在失效的風險。昨日會議仍
由煽暴派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主持，
與其他泛暴派議員一唱一和拖延時間。多
名建制派議員狠批郭榮鏗等人的拖延手法
「離晒大譜」，阻礙了許多民生法案的進
程，指他們要為劏房住戶、旅遊業從業者
因此遭受的影響負責。
內會已舉行約30個小時的會議選舉內會
正、副主席。繼22名煽暴派議員角逐內會
主席一職後，煽暴派又開始不斷討論與主
題無關的議題瘋狂拉布。

蔣麗芸搶佔主席位置表不滿
在會議開始前民建聯議員蔣麗芸搶佔主
席位置表示不滿，並在會議開始時批評郭
榮鏗經過多次主持，仍未能進行正、副主
席選舉，要求他不要繼續主持。郭榮鏗警
告蔣麗芸返回座位，又讓保安員請蔣麗芸
離開議事廳及暫停會議，蔣麗芸隨後自行
離開。
她事後表示，自己坐在主席位上，只是希

望勸喻郭榮鏗不要再拖延會議。許多法例至

今未能在內會審理及提交大會，更有不少民
生法例仍待內會審議，包括旅館業條例、侍
產假等，倘這些法例不能在2020年立法會任
期結束前完成，以前進行過的程序就都會付
諸流水，對政府工作也會有影響。
郭榮鏗在會議時聲稱要定下「死線」，

下次內會會議就「可能會劃線」，但就並
非為選正副主席，而是要煽暴派議員快提
交無約束議案，又聲言處理完無約束力動
議，還會再處理議員決議案，令建制派議
員大為不滿。

陳健波籲勿拖垮港前程
保險界議員陳健波批評郭榮鏗聲稱的

「公平」只為煽暴派而設，對想選出內會
主席的議員非常不公平，並揶揄其10次會
議仍選不出主席的行為，已經破了健力士
世界紀錄，奉勸郭榮鏗及一眾煽暴派議員
秉持從政的初心，為香港前進努力，不要
拖垮香港的前程。

陳凱欣批為政治犧牲民生
九龍西議員陳凱欣批評郭榮鏗犧牲民生

事務，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她提到，
在12月7日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公聽會中，

多個團體要求特區政府重設租務管制以及
加快興建公營房屋，當時許多到場的團體
已問到為何不能按照內會守則，延續房屋
事務委員會轄下的專責有關事項的小組委
員會的討論。
對郭榮鏗聲稱下次會議可能就無約束力

動議劃線，陳凱欣對此表示並不樂觀，因
郭榮鏗允許議員無上限時間發言，更沒有
對選舉主席劃線。她直言，劏房住戶、旅
遊業從業員，會因此受到什麼影響，煽暴
派需要負上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內務委員會原本只需30分鐘完
成正、副主席選舉程序，但煽暴派
一再以不同招數拉布，令此舉至昨
日開了10次會仍未完成，令多個法
案小組委員會會議無法開展。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昨日拍片批
評，煽暴派的濫權已到極限，包括
在選主席的工作上僭建自己的權
力，非常離譜，並呼籲公眾對此表
達不滿。
民建聯facebook專頁昨日發佈最新
一段「有嘢講」短片，由陳恒鑌向
公眾概述現時內會開會所面對的問
題。他指出，反對派霸佔有關平台
去做「選主席」的工作，但由10月
開會至今已經舉行了10次會議，都
未能完成過往半小時就完成的選舉
正、副主席工作。
「所以今（昨）日在內會選主席

的會議上，大家（建制派議員）都
『火氣十足』。我們認為反對派的
濫權去到極限，也令到一些小組無
法開會。」他說。

濫權令一些小組無法開會
陳恒鑌解釋，法案小組和一些事

務小組委員會的延期或誕生均要經
過內會處理，但因為反對派濫權，

令一些小組無法開會，如關注劏
房、臨時房屋問題的「跟進本地不
適切住屋問題及相關房屋政策事宜
小組委員會」。
他指出，由於該委員會有時限，要

延展就要到內務委員會處理，但由於
內會現時未選到主席，「冇主席，即
係冇得開會，冇得開會，咁呢個小組
委員會就冇辦法繼續工作，即係話劏
房同臨時房屋嘅問題呢，就冇辦法再
跟進嘞。」還有很多法例因為無法成
立法案小組，所以很多修訂都無辦法
進行和作深入討論。

籲公眾關注問題 表達不滿
陳恒鑌批評，反對派的濫權已到

極限，在選主席的工作上僭建自己
的權力，感到非常離譜，而拉布問
題亦已變種，呼籲公眾關注問題，
及表達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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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等拖時間 阻民生法案進程

■蔣麗芸搶佔主席位置，表達對郭榮鏗協助
其他反對派議員拉布的不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恒鑌昨日拍片批評，煽暴派的濫
權已到極限。

立法會喺修例風波中成為煽暴派慫恿暴徒
攻擊嘅目標，6月11日，林卓廷就喺

facebook出post，話「未來一星期立法會形勢
緊急」，然後貼埋立法會停車場、即係LG1
層嘅走火路線及各樓梯位置畀大家「參考」
咁話，嗰個post都有成140個轉載㗎。嗰幾
日，班煽暴派已經一再叫人去包圍立法會，
幅圖畀人「參考」啲咩，相信都唔使畫公仔
畫出腸。
喺 6 月 12 日 朝早，網民「Raymond
Lam」就留言多謝林卓廷「神助攻」。到7
月1日立法會被暴力衝擊，至到7月2日凌
晨，即係班暴徒「佔領」議會時，亦有唔少
人轉載佢幅路線圖。實有班盲粉會辯護佢只
係上載咗幅圖，冇真係協助人做壞事喎，但
「Suli Lee」事後就喺林卓廷個post度留言

打佢臉︰「多謝林議員幫手，有圖先可攻入
立法會。」

「有證據告佢啦，唔好放過」
呢件事噚日又開始喺facebook上瘋傳，有

人就將林卓廷個post整成圖，直指林卓廷
「公開立會地圖予暴徒『參考』」，唔少網
民都對佢呢啲協助暴徒攻擊立法會嘅行為感
到憤慨，認為一定要DQ咁樣嘅「議員」，
兼要求警方拉人做嘢。「Rita Chan」話︰
「林卓廷根本係犯罪分子！」「Mashal
Yim」亦話︰「佢有教唆犯罪嫌疑。」
「Kam Yu」認為︰「有政（證）據告佢
啦，唔好放過這賤人。」
有網民指出，鄭松泰已經因為7月1日協
助暴徒衝擊而被控告緊，期待緊今鋪斷正嘅

林卓廷都可以盡早被繩之以法。「Gigi
Lee」問︰「唔係咁都入唔到佢罪係化？」
「Benny Leung」批評︰「好白痴，搵人

打自己工作地方。」「Cheong Ice」亦反
問︰「其實做呢D（啲）行為，對民主有咩
幫助咩？香港冧咗佢地（哋）有什麼得益
呢？」「Yuk Lin Cheng」直指︰「『泛
民』班政棍，禍害青年，煽動仇警，根本唔
配做立法會議員，只會危害香港市民。」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呢句說話真係好啱㗎，半年前做過

嘅壞事，都隨時可以俾人發現，講緊嘅就係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

卓廷。話說立法會今年6月12日俾暴徒衝擊，搞到打仗咁款，

原來喺前一日、即係6月11日，林卓廷曾經喺facebook貼出立

法會停車場走火路線及各樓梯位置畀網民「參考」，有網民更喺7月1日立

法會被攻入破壞後留言多謝佢「幫手」，話「有圖先可攻入立法會」。

唔少網民都指出，「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都因為協助暴徒衝擊而

被控串謀刑事毀壞罪，林卓廷今鋪斷正，希望警方快啲做嘢拉人咁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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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卓廷曾經喺facebook貼出立法會停車場走火路線及各樓梯位置畀網民「參考」。
fb截圖

■林卓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網民喺7月1日立法會被攻入破壞後留
言多謝林卓廷「幫手」。

一名 13 歲女學生在 9 月 21 日屯門遊行
期間用打火機點燃國旗，承認一項侮辱國
旗罪，昨日在屯門法院被判12 個月感化
令。裁判官明言，法庭不可能因被告年紀
輕就犯下什麼罪行都輕判，再犯很可能會
失去自由。修例風波中，煽暴派政客利用
青少年涉世未深，灌輸歪理邪說，推他們
做違法亂港的「炮灰」，承擔法律後果的
是這些被洗腦的青少年，煽暴派卻置身事
外，撈取亂港的政治利益，用心險惡，年
輕人必須擦亮眼睛、勿再受人唆擺。

侮辱國旗是嚴重罪行，裁判官明言曾
考慮關押被告，考慮到被告年少、不是
「狂妄之徒」，才判感化令，但提醒被告
不要受人影響衝昏頭腦，做事前要先想後
果，否則是非常危險。法官點明青少年犯
法是受人影響，那受誰影響？顯然是無良
的煽暴派政客。

修例風波的犯法者低齡化，有中學生
犯下企圖搶警槍、打砸搶燒商舖、當街
「私了」不同政見者等嚴重罪行，讓家
長、老師和市民無比痛心。事實上，這些
年幼學子的瘋狂行為，與煽暴派的包庇、
煽動有密切的關係。

首先，煽暴派從違法「佔中」開始，
大肆宣揚「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等
歪理，成為青少年犯法的「理論基礎」，
令青少年誤以為只要有「公義」的光環，
就可以視法律如無物，司法機構會網開一
面。

其次，修例風波中，煽暴派不斷聲稱
暴力破壞只傷害「死物」，只要動機「正
確」，還是「負責任的好市民」，又暗示
只要年紀小，參與暴動不用承擔法律責
任，亦不會被學校開除云云。

6 月起至今至少有 6,022 人被捕，當中
約有 2,393 人為學生，佔整體約 4 成，18
歲以下者約有946人，年齡最細僅11歲。
這些青少年日後被追究法律責任，一旦罪
成，將對前途帶來不可挽回的影響。

違法暴力絕對不可能如煽暴派所言不
受追究。煽暴派推別人子女上街「送
死」，卻從不會讓自己的後代參與任何違
法活動。壹傳媒老闆黎智英，一家八口除
了尚未成年的小兒子外，其餘7人均持有
英國護照，子女皆在英美發展；戴耀廷等
「佔中三丑」亦曾明確勒令子女不得參與
非法「佔中」；公民黨梁家傑膝下一女兩
子，都安排在英美名牌大學就讀。煽暴派
頭目的子女，怎不去「違法達義」「公民
抗命」？不去為爭取「人權自由民主」而
掟汽油彈？

煽暴派顛倒是非、混淆視聽，根本害
人子弟、戕害孩子，不顧學生前程和生命
安危，犧牲年輕人充當他們的政治棋子。
市民大眾必須看清，誰是令青少年誤入歧
途的幕後黑手，不要再讓年輕人上當受
騙，自毁前途。

煽暴派操縱誤導戕害青少年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審議公務員加薪方案，

縱暴派議員要求將警隊加薪分拆出來獨立審議，
有縱暴派政客更聲言，會用盡一切方法阻止政府
無限額地為警員加班費使用撥款。警隊盡忠職守
止暴制亂、捍衛法治，功不可沒。縱暴派不按機
制辦事，千方百計刁難抹黑警隊，企圖損害警隊
利益，目的不過為打擊警隊士氣，摧毀守護香港
法治穩定的最後一道防線，陷香港於法治管治全
面癱瘓的困局。建制派和社會各界必須齊心協力維
護警隊利益，不能讓警員流血流汗又流淚。愛護警
隊，其實就是守護香港和港人的安全和利益。

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沿用 40 多年，除了考量
薪酬趨勢調查指標之外，還考慮通脹、經濟情
況、政府財政狀況、公務員士氣等因素，涵蓋全
體公務員，從來沒有區別對待不同部門，或者分
割抽離某個職系或部門專門審議。多個公務員公
會已發表聲明，反對將警隊加薪分拆出來獨立審
議。縱暴派政客要求獨立審議警隊加薪是企圖破
壞機制，干擾一向行之有效的制度。至於縱暴派
政客指責警隊過去半年濫用暴力、嚴重侵害市民
人權及人身安全，並以此為由阻撓超時工作津
貼，更是以指鹿為馬、強加罪名的伎倆，中傷警
隊，企圖剝奪警員正當合理的權益。

眾所周知，過去半年，正因為縱暴派政客的縱
容、包庇、煽動，暴力才有恃無恐，無日無之，
暴徒肆無忌憚「私了」毆打、謀殺市民和警員，大
肆縱火、破壞公共設施、堵塞交通，令香港變成
無法無天之地，市民生命財產難保。濫用暴力、

侵害市民生命權益的罪魁禍首不是警隊，

而是縱暴派政客。如果要追究禍港亂港責任，追
討市民蒙受的損失，首先要向縱暴派政客算賬。

如果不是縱暴派政客的慫恿、煽動，導致暴力
曠日持久，警隊何需日以繼夜地止暴制亂，警員
冒着遭汽油彈、磚頭、鐵支、利箭攻擊的生命危
險，沒日沒夜工作，用鮮血和汗水保障了香港的
法治秩序及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按道理，警隊不
僅應獲得加班津貼，更應獲得額外嘉獎。

縱暴派政客顛倒是非，將警隊忠誠執法、服務
市民扭曲為「警暴、黑警」，以莫須有的罪名損
害警隊形象，挑撥警民關係，如今又騎劫議會損
害警隊合法合理的權益，就是為了進一步打擊警
隊士氣。

在半年的暴亂中，警隊堅持站在維護法紀、捍
衛秩序的最前線，平定了一次又一次的騷亂。香
港正因為擁有一支訓練有素、專業高效的警隊，
縱暴派奪權亂港的圖謀才沒有得逞。因此，打垮
警隊便成為縱暴派的首要目標。他們高喊「解散
警隊」、「重組警隊」，煽動仇警情緒，絞盡腦
汁動搖警隊軍心，就是要瓦解香港法治的守護
者，摧毀特區政府管治香港的重要支柱，徹底搞
亂香港、奪取管治權。

暴亂並未徹底平息，法治仍面臨嚴峻挑戰。警
隊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中流砥柱，是真正愛
護市民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可靠力量，若
警隊垮了，後果不堪設想。支持警隊不僅要靠建
制派，廣大市民更要看到理解、支持警隊嚴正執
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認清警隊專業有效運作，
和市民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不要被縱暴派別有
用心的文宣誤導。

不容打擊警隊士氣瓦解法治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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