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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聯辦發言人上月發表講話，強烈譴責公民黨立法

會議員郭榮鏗故意拖延立法會內委會選舉主席的進程，斥

反對派攬炒毀港，「長洲覆核王」郭卓堅本月初向高等法

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頒令阻止中聯辦日後再發表

「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的言論。高院昨頒下判詞，指

司法覆核權並不包括覆核任何人或機構的言論是否符合基

本法的相關條文的規定，而郭卓堅申請的覆核並非可作合

理爭辯，拒絕受理其司法覆核。

上月13日，香港中聯辦發言人在接受媒
體查詢時發表談話，對香港特區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部分議員惡意拉布、採取「政

治攬炒」表示譴責，其中點名譴責郭榮鏗等
部分立法會議員嚴重干擾了立法會內部的正
常運作，影響了立法會履行基本法所規定的

立法機關的憲制性責任，也損害了香港社會
整體的良性運行。
香港的攬炒派聲稱香港中聯辦的聲明是

「干預」香港事務，香港中聯辦發言人隨即
在上月17日接受媒體查詢時回答了有關問
題。發言人強調，中央對港工作部門依據中
央授權履行職責，有權力也有責任對香港事
務發言發聲，香港社會少數人提出所謂中央
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之說，完全是對基本法的
歪曲。
有關的司法覆核案申請人為郭卓堅，答辯

人為中聯辦主任駱惠寧。郭卓堅在申請書中
聲稱，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公開發表」「干
預」郭榮鏗「依法主持」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選主席的言論，「違反基本法」 ，要求法
院頒令禁止對方再發表「違反」基本法第二
十二條的言論。
法官周家明在判詞中指出，是宗司法覆
核的許可申請，明顯是基於申請人對司法
覆核範圍的錯誤理解。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的司法覆核權，並不包括覆核任何人士或
機構的言論是否符合基本法的相關條文的

規定。
判詞續指，申請人在申請所關乎的事宜

中，並沒有足夠的權益以支持他的司法覆核
申請，而從申請人所呈交的文件可見，申請
人作出是次申請，只是基於他從報章報道及
其他文件得到了一些資料整合而成，且答辯
人的言論並沒有對申請人的權益構成任何實
質的影響。總括而言，擬申請的司法覆核並
非可作合理爭辯，故駁回申請人為申請司法
覆核而提出的許可申請。

欠政府逾千萬訟費臨破產
資料顯示，司法覆核「常客」郭卓堅，包

括多次就特區政府的決定提司法覆核，雖然
每每碰壁，但他仍樂此不疲覆核。本月6日
律政司入稟高等法院，要求頒令郭卓堅破
產。郭卓堅回應傳媒查詢時透露欠下政府訟
費逾千萬元。司法機構網頁顯示，郭卓堅的
破產案件排期於7月8日在高院提訊。

■法官周家明（左）指郭卓堅（右）錯誤理解司法覆核權。
資料圖片

官拒絕受理 覆核王覆舟
中聯辦上月譴責郭榮鏗攬炒 郭卓堅申禁令被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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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內務委員
會主席李慧琼上周舉行特
別會議，其間攬炒派暴力
干預議會秩序，更有議員
和保安需送院處理傷勢。
李慧琼昨日表示，經審慎
考慮後，明日不會召開會
議，作為「冷靜期」，並
邀請建制派「班長」廖長
江及「民主派會議」召集
人陳淑莊溝通，避免上周
的暴力衝突在日後重演甚
至升級。
攬炒派上周為阻內會恢

復正常運作，在會上持續
拉扯、推撞，甚至持凳衝
向保安和建制派議員。李
慧琼表示，上周會議出現
前所未有的暴力和混亂場
面，更有議員和保安受
傷，倘暴力衝突升級，對
議會絕非好事。
被問到若雙方最終未能

達成共識會如何處理，李
慧琼坦言，不希望無了期
地停會，而且因內會情況

導致立法會未能履行基本法的憲制
職能亦不理想，她冀本周內就能找
到解決方案，但若政府有迫切需
要，以後或會召開特別會議。
至於停開會議會否影響法案恢復

二讀，她表示，《國歌條例草案》
等多條法案已完成相關審議程序，
若議員對立法持不同意見，可藉恢
復二讀後再在大會表達支持和反對
的理由，並投票決定是否通過法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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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立法會昨
日繼續審議《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合
併辯論52項由攬炒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包括削減警隊全年開支、財政司司長等財
金官員的開支等。多名建制派議員批評攬
炒派提出有關修正案不切實際、不利民
生、不顧後果，並質疑他們針對警察是為
了包庇黑暴，讓他們肆意打人、縱火而無
人查案跟進，又批評攬炒派針對財金官
員，有礙香港在經歷黑暴及疫情雙重打擊
後重振經濟。
攬炒派議員昨日在會議上一再離題拉
布，不斷抹黑警隊。其中，民主黨議員林卓
廷揚言「民主派」會支持削減警隊全年開
支，更自稱是去年7月21日在元朗西鐵站衝
突事件中的「受害人」，聲言警務處處長鄧
炳強對當日的元朗西鐵站的黑衣人和白衣人
「各打五十大板」是「扭曲是非」，又謂建
制派剪出他挑釁白衣人的片段是「屈」他，
稱自己只是「鬧施襲者」。

陳恒鑌批林卓廷挑釁毆鬥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坦言對其言論感到詫

異，因為對方早就聲言會「帶人入元朗」，
「一班人入去做咩呢？大家喺片裡面見到，
佢就喺度挑釁，用粗口鬧嗰啲人，叫人『唔
好走，夠膽過嚟吖』，呢啲唔係刻意挑釁係
乜嘢呢？」他直言，林卓廷帶人聚眾生事本
來就有問題，行為值得懷疑，並強調當現場
有衝突，作為議員應勸喻，而非挑起紛爭。
陳恒鑌並質問支持有關修正案的議員，

是否以後遇到問題都不找警察，「但唔係
喎，喺上星期五內會嘅衝突入面，第一個報
警嘅就係佢哋。有事就搵警察幫手，坐喺議

會就要減晒警隊啲開支。」他指出，若香港
沒有警察，黑暴分子就可對「異見者」肆意
打人、放火，什麼罪案都無人查、無人處
理。

麥美娟質疑仇警卻愛報警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亦指，攬炒派雖說要

削減警隊開支，但就「身體最誠實」，對警
隊的信任無庸置疑，並列舉了大量攬炒派報
案求助的事例，質問攬炒派︰「你哋咁熱愛
報警，點解要取消警隊開支、取消警隊
呢？」
她點名提到民主黨深水埗區議員袁海文

過去起碼報警10多次，包括口罩騙案、夾
公仔機騙案、美容騙案等，形容他可以上新
聞，因為他有警可報，認為民主黨不應抹殺
早前已因為要「協調」而退出「初選」的袁
海文的發展空間，「袁海文連選都冇得選，
仲要連警都冇得報，咁佢真係好陰功嘅。」
麥美娟並批評，攬炒派針對財政司司長
等官員，「財政司司長，炒咗佢，你做啊？
講經濟，你識啊？」她說，香港經濟面對前
所未有的衝擊，更需要財政司司長前瞻地做
事。

張華峰批削財金官員開支
經民聯議員張華峰也批評攬炒派提出的

修正案不切實際、不利民生、不顧後果。他
指出，財政司司長等財金官員，過往鞏固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近來多項抗疫防疫
相關的支援措施、短時間內善用財政資源穩
定經濟，有關官員功不可沒，削減他們開支
有欠公允。
會議今日繼續。

攬炒派圖「閂警隊水喉」庇黑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在昨
日立法會會議上，攬炒派議員不但針
對警隊和問責官員，更針對立法會秘
書長及立法會秘書處法律顧問，要求
削減他們全年薪津。建制派議員批評
攬炒派的做法是報復立法會有效的保
安安排、「唔啱聽」的法律意見，這
種脅迫手段不只是無良，更是卑鄙。
針對立法會秘書長及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顧問的修正案由「議會陣線」議
員朱凱廸提出，經民聯議員張華峰狠
批攬炒派無資格提出有關修正案，批
評他們在議會內拉布、造成流會及粗
暴衝擊議會，其中內務委員會被拖延
17次會議仍無法選出主席。

他質疑，攬炒派是不滿立法會有效
的保安安排，及認為法律意見「唔啱
聽」就肆意指責，質問這是否議員應
有的客觀自評，並認為應削減「有破
壞、無建設」的攬炒派議員薪酬。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坦言，做工會常

見類似個案，一些無良僱主不滿別人
逆自己意，就要搞到別人「冇運
行」，「簡單講就係順佢者生、逆佢
者亡，你話幾恐怖呢？」
她並提到攬炒派不止威脅削減薪

津，上周五內會就有攬炒派中人特意
拍攝保安樣貌，然後就出現網上起底
問題，這些脅迫行為不止無良，更非
常卑鄙。

拉布不成遷怒秘書處

■陳恒鑌（中）和麥美娟（右）在會上質疑林卓廷（左）等攬炒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教育系統再爆醜聞。考評局有高層被揭發
散播歪曲歷史的謬論，擁有港大歷史系博士
學歷的高層，竟然聲稱：「沒有日本侵華，
哪有新中國？」教師、教材、負責考試的專
業人士，一再扭曲歷史、鼓吹暴力仇恨，反
映本港教育系統千瘡百孔、百弊叢生，為免
教育系統藏污納垢、荼毒學生，不想香港的
下一代淪為數典忘祖、無法無天的暴徒，全
面改革刻不容緩，政府須痛下決心，重樹教
育立德樹仁、培育正確國家民族價值觀的初
心，對香港和國家負責。

近期有關通識科、歷史科的亂象層出不
窮。有小學教師近日上課講述鴉片戰爭歷史
時聲稱，英國「為消滅鴉片而發起戰爭」，
引起全港譁然；有幼稚園的教材將有警員及
狗的圖畫並列，要求學生將相配的圖畫填
色，辱警企圖昭然若揭。考評局專責製備文
憑試及教師語文能力評核試題，掌控試題方
向的大權，影響教學方向，若連考評局的高
層都發放顛倒是非、扭曲歷史的荒謬言論，
怎能不令家長、市民震驚和擔心。

鴉片戰爭、日軍侵華的歷史不堪回首，是
包括港人在內中華民族的恥辱和災難，也被
全世界正義力量定性為殖民戰、不義戰，香
港的教育工作者不引導學生正確認識這些民
族的苦難歷史，激勵香港青少年為振興國家
民族而發奮圖強，反而淡化殖民者、侵略者
的罪行，宣揚侵略殖民中國有功的荒誕言
論，反人類、反道德，這些教育工作者居心
何在？

忘記歷史的民族沒有未來；忘記歷史，就
意味着背叛。修例風波以來，有不少在街頭
進行違法暴力的學生，高舉港英旗、星條
旗，高叫「歡迎英美解放香港」，明目張膽
地侮辱國旗、玷污國徽，目無法紀地襲擊警
察，毆打、焚燒不同政見的市民，乃至奪取
市民的生命。

自去年 6 月至今年 4 月，共有逾 8000 人因
反修例活動被捕，當中4 成為學生。年輕人
不珍惜自己的前途，做出喪失人性的瘋狂暴
力行為，癥結正正在於長年累月受到扭曲歷
史事實、顛倒是非的洗腦教育，對國家、民
族和「一國兩制」充滿極其錯誤的認識，甚
至充滿仇恨，走上以身試法的歧途而不自
知。

教師、教材、專業考試的負責人，肆無忌
憚鼓吹仇中仇警、違憲違法、醜化國家民族
的言論，向年輕人灌輸極之錯誤的歷史觀、
價值觀，等同摧毀香港的未來。香港教育存
在問題之嚴重，絕不能等閒視之。自修例風
波以來，雖揭發過多宗教師失德違規事件，
但從未有人受到應有的處罰。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接受訪問時表示，教育
不可以是「無掩雞籠」，一定需要有人把
關，不光是教育局，坊間辦學團體、學校管
理層都應擔起把關責任。希望特首、教育局
作為第一責任人，言出必行，為香港的教育
把好關，依據教育條例、根據有關法律法
規，嚴肅跟進每一宗教育界失德事件，不能
容許扭曲歷史、鼓吹仇恨的事件不斷重演。

為教育把好關 對香港和國家負責
連續23日本地零確診的紀錄斷纜，昨日

新增兩宗本地病例和1宗輸入病例，本港疫
情有反覆的風險。專家均提醒，現階段切
不可對疫情掉以輕心，政府和市民都必須
提升防疫意識，而近期黑暴死灰復燃，將
增加防疫難度，拖延疫情、阻礙經濟復
甦，損害市民利益。政府和市民須攜手合
作，嚴密防疫之餘，遏止黑暴攬炒，根除
困擾本港的最大病毒。

最新確診的本地個案是荃灣梨木樹邨66
歲婦人及其5歲孫女，至昨晚婦人的丈夫亦
初步確診。由於婦人報稱3個月內沒有外遊
史，也沒有接觸其他病例，感染源頭不
明。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形容為「響起重大警號」。從初步排查的
情況來看，該名婦人及其孫女活動範圍廣
闊，婦人家中十多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女童曾前往補習社，隨時有更多人確診。
衛生防護中心應擴大篩查追蹤範圍，將所
有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檢疫，嚴防病毒進
一步擴散。

本港已經超過3星期本地病例零新增，控
疫現曙光，「限聚令」等防疫措施已適當
放寬。但現在出現新增病例，難免令大家
神經再度緊繃。根據袁國勇和中大呼吸系
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的意見，現階段政府
應密切觀察未來一兩星期的疫情，暫不再
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至於已經放寬的措
施和復課安排，則不必輕言改變，如果只
是個別零星病例，沒有擴散，可以維持原

定安排。
疫情持續至今近5個月，各行各業都盼望

疫情早日受控、盡快復工復市，學校學生
也希望盡快復課。但疫情反覆，個人和公
眾的防疫措施仍不能鬆懈。袁國勇指出，
留意到市民佩戴口罩的比例，明顯下降到
只有9成左右，增加了病毒傳播風險。市民
必須認識到，香港的抗疫成果來之不易，
是全體市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大家應該進
一步做好防疫工作，容不得絲毫麻痹大
意。否則疫情惡化，這場防疫仗又要從頭
再打。

政府部門現階段應該做的，首先要加大
檢測量，對高風險行業人員做到全檢測，
務求盡快找出病毒源頭，把傳播鏈截斷。
同時應加強「限聚令」執法，禁止一切不
允許的聚集，尤其是近期再抬頭的黑暴活
動，各區越來越多非法集結，有關人等無
視「限聚令」，四處集結，更糾眾衝擊警
方，大大增加病毒傳播的風險，危害市民
健康。新冠肺炎具有無症狀、潛伏性高的
特點，若黑暴者當中有人染病，隨時造成
一發不可收拾的社區傳播。警方必須加強
巡邏，驅散非法結集的黑暴分子，嚴格執
行「限聚令」，保障公眾安全，市民為己
為人，都應全力支持警方執法。

香港遭受黑暴和疫情雙重夾擊，經濟民
生陷入低谷，而且時間愈長，損失愈大，
社會各界必須團結一致、眾志成城、抗疫
止暴，助香港重新出發。

疫情反覆勿大意 抗疫止暴須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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