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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區議員在議會無法無天，

元朗區區議員李頌慈昨日竟動議將

民政事務專員逐出會議廳，中西區

攬炒派區議員更多次在中西區民政

事務處叫囂滋擾，嚴重影響區議會

的正常運作，浪費公帑。香港政界

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狠批

攬炒派區議員的行為有如黑社會，

已嚴重影響議會運作，顯示攬炒派

根本不想解決民生問題，呼籲政府

果斷運用法律手段遏制區議會亂

象。政府則針對中西區區議會的問

題發表聲明，對中西區區議員粗暴

無理的行徑表示遺憾，保留法律追

究權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思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再發現
「臭屎水」。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昨日舉行前十多
分鐘，職員在攬炒派議員朱凱廸座位下發現一瓶
不明液體，令內會被迫轉換會議房間舉行會議，
同時報警處理。
多名建制派議員對此感到憤怒，狠批攬炒派
「逐臭成性」，對建制派議員構成心理恐懼，所
為低俗，加上目前疫情仍然反覆，有關人等「玩
屎」將造成嚴重的衞生危機，應當禁止他們進入
立法會大樓。

葉劉淑儀批「失禮」丟立會面子
由於攬炒派議員前日在會議廳「掟屎水」，立
法會內會昨日擬改於會議室1舉行，但在會議開
始前，立法會秘書處職員在朱凱廸的座位下發現
有臭味的不明液體，遂即報警，及轉往其他房間
進行會議。

下午3時許，多名警員進入會議室1進行調查及
搜證，並在朱凱廸的座位附近拍攝取證。
對會議廳再次發現「臭屎水」，行政會議成

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對此感到非常憤怒，並
批評有關行為「失禮」、丟了香港立法會的面
子。
她強調，任何議會也不會容許相關行為，此舉
更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有
關人等根本不配留在議會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攬炒派阻撓內

會運作半年，現建制派合力追回所有工作，攬炒
派就利用各種卑鄙手段企圖影響會議進行。他承
認攬炒派的「潑屎」行為已對建制派議員構成心
理壓力，立法會大樓應加強保安，禁止議員攜帶
非會議物品進入會議廳。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有關行為離譜，

未知是否想再襲擊建制派議員，而香港目前受到
疫情影響，「去廁所沖廁都要放下馬桶蓋」，但
攬炒派議員多次公然潑「屎水」，令大樓充滿惡

臭，更不知是否有細菌，對大樓內的人極為危
險，必須追究到底。

朱凱廸又玩「屎水」建制促禁入樓

攬炒派如黑社會 亂區會嘥公帑
懶理民生問題叫囂滋擾 籲政府果斷遏制亂象

■內會開始前傳出臭味，警方接報到場並搜查朱凱廸
座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警員帶走一袋可疑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元朗區議會昨日舉行特別大會，防疫採
購工作小組主席李頌慈動議將民政事

務專員袁嘉諾驅逐離場，理由是民政專員
「故意拖延」批核聖公會協助區議會防疫
用品採購申請。

李月民批受質疑就「趕人走」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召集人李月民批
評，攬炒派區議員聯繫與黑暴有千絲萬縷
聯繫的聖公會購買物資，更指明要交給區
議員派發。區議員自己審批撥款、自己派

發物資，明顯涉及利益衝突，已違反了區
議會撥款守則，因此民政專員審慎批核是
正確的做法，攬炒派受到質疑就「趕人
走」，反映他們自以為自己「惡晒」。
元朗區議會前主席梁志祥亦支持元朗民

政事務專員審慎批出撥款的做法，公帑若
不符合公眾利益，專員有權審視。

強行「開會」走廊進行會議
此外，中西區區議員多次威嚇該區民政

事務處工作人員。因應中西區區議會所謂
的「政制及保安事務委員會」違反區議會
條例，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拒絕提供場地及
秘書服務。
攬炒派區議員日前又強行「開會」，但
由於無法進入會議室，遂在走廊進行會
議。
會前，民主黨許智峯、楊浩然、吳兆康

等人拉隊在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叫囂，楊浩
然聲稱當區民政專員黃何詠詩和秘書處公
職人員失當、擅離職守，要求其立刻出面
參加會議。
特區政府就此發稿回應，強調當日會議

不符合《區議會條例》，中西區民政事務
專員早前已致函相關議員，建議議員修訂
有關委員會的名稱及職權範圍，以確保符
合《條例》，並將會議延期。但有區議員

在中西區民政事務
處辦公範圍內叫囂
和作出威嚇，令同
事深感不安 ，政府
對相關粗暴無理的
行徑表示遺憾，並
保留法律追究權
利。
中西區區議會前

副主席、「議會監
察」召集人陳學鋒
狠批中西區攬炒派
區議員行為等同
「黑社會」，不合
心意就攬炒破壞，
可見其不會為了社
區、市民做事，而
是藉議會炒作政治
議題，不想解決問
題，只想製造問
題。建議政府通過
法律手段制止區議
會亂象。
中西區區議會前

議員盧懿杏說，中
西區「政制及保安事務委員會」超出區議
會職能範疇，民政事務專員拒絕出席是正

確做法，堅決反對攬炒派議員到中西區民
政事務處叫囂。

攬炒派區議
員一直視法治
如無物，face-
book專頁「元
朗監察議會聯

盟」日前踢爆元朗區議員伍健
偉違法亂掛「反國安法」橫
額，更鼓吹要「街頭見」等
等。「元朗監察議會聯盟」召
集人李月民批評，近期攬炒派
議員佔用政府地方做宣傳、貼
橫額，事前都不會申請，知法
犯法。
李月民指出，伍健偉的橫額

掛在道路轉彎位，嚴重影響了
交通安全，已有許多街坊對此
投訴，並呼籲食環署迅速清
除。
元朗區議會前主席梁志祥亦

強烈譴責伍健偉橫額涉嫌鼓吹
「港獨」，強調掛「宣獨」橫
額不屬於言論自由。區議員是
建制的一部分，卻違法違規，
可見他根本不想當區議員，政
府應嚴肅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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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昨日審議逾100億元沙中綫追加撥款。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倘財委會未能批出有關
撥款，沙中綫工程最快或於今年10月停工，令啟
德至紅磡段通車無期，倘將來重啟工程就需要重
新招標及擬訂工序，所需開支較目前追加撥款更
多。審議下周繼續。
陳帆在發言時表示，政府與港鐵公司一直研究
如何加快工程進度。根據港鐵公司的財務資料，
若財委會未能在本立法年度內通過額外撥款，沙
中綫工程需最早今年10月暫停。

停工影響約3000工人就業
在取得額外撥款前，有關工程將無限期延遲，
沙中綫「啟德至紅磡段」及「紅磡至金鐘段」通
車無期。暫停工程亦會影響約3,000名工人及工
程人員的就業，對建造業造成直接打擊。
同時，暫停沙中綫工程亦涉及各種防護工作及
額外支出，包括回填已開掘的工地、恢復及保護
工程、於空置的工地實施安全措施、處理施工的
設備、遣散員工，以及處理相關申索等。
陳帆指出，將來如要重新啟動以完成餘下工

程，港鐵公司難免需要為暫停的餘下工程重新招

標，並重新擬定工序，包括再次安排封路及開挖
已回填的工地，屆時要完成餘下工程所需的開支
將會遠超現在申請的額外撥款，而施工期亦會大
幅延長。
攬炒派議員在發言時質疑陳帆是「靠嚇兼發窮

惡」。「議會陣線」毛孟靜聲稱，運房局是在
「勒索」及「發窮惡」，威脅財委會一定要撥
款。陳帆回應說，局方只是陳述事實，希望議會
明白追加撥款的急切性，讓沙中綫的餘下工程及
早完成，為廣大市民提供方便、快捷和高效的鐵
路服務，絕無威嚇議員或企圖「綁架」的意圖。

負責港鐵員工已離開崗位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質

疑，沙中綫工程龐大，出現變數在所難免，但為
何所有的風險均由納稅人承擔，港鐵作為項目管
理人卻毋須負責。陳帆回應說，負責的港鐵員工
已經離開崗位，由於相關檢討未完成，初步未能
簡單列舉個別人士為事件負責。身為政治問責官
員，他有責任提升本港鐵路項目的推展，及嚴肅
跟進沙中綫調查報告的建議。
經民聯議員石禮謙指出，沙中綫事件調查報告

顯示陳帆在事件中沒有責任，但港鐵規模已變得

太大而不懂管理，建議港鐵應該專注鐵路管理，
而非成為地產發展商。經民聯議員梁美芬則認
為，沙中綫工程已令市民對地鐵公司失去信心，
局方須找出方法重建市民的信心。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則批評，近年港鐵的施工時

間太慢，在剝削市民的使用權的同時，無形中增
加了工程成本。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指，局方向財
委會申請撥款才進行招標工作，會令承建商「睇
住個撥款出標」，不斷推高建造工程，建議先招
標後申請撥款。九龍西議員陳凱欣就提出，由於
沙中綫通車時間嚴重延遲，日後通車是應透過票
價，向受影響市民作出賠償。

陳帆：若無追加撥款 沙中綫恐10月停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
文）黑暴行動近期再次浮現，被
「起底」警員再被攬炒派當做
「武器」。「香港眾志」成員廖
偉濂、職工盟的杜振豪公然轉發
被「起底」警員的貼文，涉嫌違
反高院頒布的禁止被「起底」警
員及其家屬的臨時禁制令。然
而，因違反禁制令而被控藐視法
庭的個案少之又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狠批，本土
攬炒派公然違法，毫無法制觀
念，違法後還有各路大狀「撐
腰」，更縱容了把警察「起底」
的行為，如今禁制令已經存在，
必須嚴正執法，否則法治無從彰
顯。民建聯副主席陳學鋒亦指，
政府一定要嚴正、快速處理針對
警方被「起底」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巴城巴研發的
首輛太陽能裝置雙層巴
士，昨日開始投入服
務，巴士以太陽能轉化
為電能，供給車上照明
及乘客資訊設施，且每
年約可減少0.716公噸
碳排放量，為推動社會
可持續發展出力。
為盡用巴士車頂可用

空間提升效能，太陽能
裝置巴士車頂共有20塊太陽能
板，覆蓋車頂約八成面積，輸出
功率為1,500 瓦。每塊太陽能板
厚度為2.5毫米及重1.5公斤，輕
巧且具彈性，可緊貼車頂表面，
並減少增加車身的負重。
太陽能板收集的可再生能源，

會經控制器轉化為電能並先儲存
在電池內，再自動供電予車廂的
照明系統、動態巴士站顯示屏及
車身電子路線牌，藉此減少使用
引擎推動發電機所產生的電力，
從而減低耗油量及碳排放，預計
每日供電時間長達7.5小時。

即使巴士關掉引擎，儲存在電
池內的太陽能電力仍可繼續為車
身電子路線牌供電。估計太陽能
裝置巴士能有效減少每年約0.716
公噸碳排放量，相等於種植31棵
5米高大樹為社區空氣淨化。
首輛太陽能裝置巴士為新巴車

身編號5588的12米雙層巴士，
日常行走往來杏花邨及灣仔
（北）的8號線，新巴城巴表示
會持續監測巴士的環保表現，研
究在更多巴士加裝太陽能供電裝
置，以及使用太陽能為車廂內更
多電子裝置提供電力的可行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昨日討論興建「屯門南延綫」項目，
初步計劃是由西鐵綫屯門站向南延伸約2.4公
里，造價初步預計為114億元，港鐵負責規劃及
設計，預料2023年動工，2030年落成。多名建
制派議員關注關注西鐵現今已有很高的載客量，
會如何應付延綫帶來的乘客量，政府則表示日後
會增加班次。
屯門南延綫向南延伸，並在屯門第16區興建一
個中途站，終點站會設在屯門碼頭附近的湖景
路，估計當區約11萬名居民的出行時間會縮短至

少10分鐘至15分鐘。

周浩鼎促增加班次疏導乘客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在會上指出，延綫是期待已

久的項目，惟政府未解答如何解決西鐵「逼爆」
問題。目前，元朗及天水圍的居民在上午繁忙時
段也無法上車，屯門南延綫開通後肯定增加乘客
量，冀政府交代如何提升西鐵的信號系統，大幅
增加班次疏導乘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屯馬綫全面開通

後，訊號系統會提升，西鐵綫每小時班次可達24

班，較2015年已增加三成七。
路政署署長陳派明亦回應表示屯門南延綫開通

後會增加列車及班次，至2036年時仍有足夠容量
接載乘客。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則指，新界西未來有多個發

展項目，只靠西鐵綫未能應付新界西的人口增
長。他更質疑，屯門南延綫只有兩個車站，為何
以七年興建一條延綫，連同規劃更用上16年時
間，是匪夷所思的，並批評政府漠視新界西未來
鐵路規劃發展。他稍後會約見運輸及房屋局，討
論處理未來新界西人口和交通配套。

「起底」警員做「武器」攬炒派違禁令

屯南延綫2030年落成 議員憂西鐵迫爆

太陽能巴士面世 料年減近噸碳排

■新巴城巴研發的首輛太陽能裝置雙層巴
士。 新巴城巴圖片

■民政事務專員被攬炒派逐出會議廳。 方浩軒fb圖片

■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陳
帆（右）。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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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昨日舉行特別大會。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