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暴肆
虐，全國人大早前通過制訂港區國安法的
決定，堵塞香港在國安方面的漏洞。不
過，攬炒派以損害香港經濟作要挾，組成
所謂「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更計劃本
月14日發起罷工和罷課的「公投」，圖謀
藉所謂「三罷」重演去年的暴力衝擊。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罷工只會影
響到小商戶，罷課則影響學生追回學業的
進度，並質疑發動罷工罷課目的是再度發
動衝擊，希望市民切勿參與。
攬炒派的「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涉及

23個工會合共約1萬名會員，包括運輸、
飲食等多個行業，並開始在各區設街站招
攬會員，計劃本月14日發起所謂的全港罷
工公投。該陣線聲稱冀所有工會人數達至
少6萬人，屆時表決是否發動聯合罷工。
由於政治罷工不受法例保障，陣線則

「教路」首階段進行為期三天的「警示性
罷工」，可以任何形式如請病假或年假
等，待發動下一階段罷工時，才以曠工方
式真正罷工。
同時，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亦將聯同

「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進行所謂罷課公
投，表示要先取得1萬名中學生投票，達
六成贊成票後才正式發動罷課。

葛珮帆：經濟不能再折騰
葛珮帆表示，攬炒派今次的罷工罷課行

動注定失敗，因今次國安立法工作是由中
央政府提出，估計原因是對去年修例風波
爆發以來出現的情況已忍無可忍，「中央
政府早已預計所有可能出現的激烈反對，
包括歐美國家的制裁措施。」
她指出，罷工只會令小商戶無法正常營

業，指出香港經歷去年開始的修例風波及
今年新冠病毒疫情，經濟大受打擊，已無
法再承受罷工行動帶來的折騰。她又表
示，學生在疫情下已長時間停課，近日才
復課，直言擔心罷課會影響他們追回學業
進度。
攬炒派去年亦多次發動罷工罷課，結果

均引致大型衝擊事件，葛珮帆質疑反對派
再發動罷工罷課是想重施故伎，挑釁警
方，企圖找機會繼續醜化警隊，希望市民
了解罷工罷課行動背後目的，切勿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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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工會搞「公投」
煽「三罷」重燃黑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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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攬炒派挾「民意」
之名反對港區國安法立法，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在fb發帖指，制定香港地區的國
家安全法，當然要考慮民意。「但既然立
法的目的是維護國家的安全，因此中央要
考慮的不僅是香港地區的民意，而是全國
的民意。全國人民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行
深惡痛絕，強烈支持立法並嚴格執行。」
梁振英在另一帖文中，還回應了針對港

區國安法立法的疑問，首先是不少人討論
的所謂「追溯期」問題。他首先笑說：
「有人不斷追問國安法有沒有追溯力，這
現象是不是說明了現在或過去已經有人干
犯國安法針對的四個方面的罪行？」
梁振英指出，國安法不是交通條例，針

對的雖然是極少數人，但性質嚴重，且可
能有外部勢力摻雜其中，因此不能在現階
段就說沒有追溯力，否則通過法律前的空
窗期被人有機可乘。
就有人質疑港區國安法的條文或因「不

清晰」而被「濫用」，他直言，法律條文
和案例都不可能絕對清晰，否則就不會有
這麼多的刑事和民事官司，也不會經法院
判決後，有這麼多上訴再上訴、推翻再推
翻的案件。「簡單如駕駛汽車，什麼駕駛
行為構成不小心駕駛，什麼是魯莽駕駛，
什麼是危險駕駛，可以完全界定得清楚
嗎？將來國家安全法立法後，肯定有人會
不斷說條文不清晰。販賣恐懼和不安，是
一些人棍騙搵食的手段。」

梁振英：全國民意挺保國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界人士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特區政
府已明言會議不符區議會職能，會議並不
屬限聚令豁免範圍，而這些攬炒派區議員
公然播「獨」，明顯是在挑戰港區國安法及
中央底線，政府有關部門必須嚴肅跟進有
關人等涉嫌違法的行為。
昨日所謂「聯合會議」的召集人、灣仔

區議會主席楊雪盈在會後聲稱，今次會議
雖然「史無前例」，但會議有「足夠法定
人數」，所以仍是「合法會議」。對民政
事務署多次以議程不符區議會職能為由、
拒絕提供開會場地，她則聲言入稟小額錢
債審裁處，向民政事務處追討租借場地及
印刷文件的開支。

挑戰中央底線 危害港人福祉
擔任觀塘區議員逾20年的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柯創盛表示，20年來從未出現這種違
規的「區議會聯合會議」。他批評攬炒派各
懷鬼胎、不知所謂，竟挾區議會之名，旗
幟鮮明地散播「港獨」主張。
對楊雪盈稱要追討民政事務處開支一

事，他批評對方是在強辭奪理，相信若議
程符合區議會職能，政府必定提供支援。

他並呼籲攬炒派勿政治凌駕民生，要務實
回應選民期望。
擔任東區區議員逾12年的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郭偉強批評，攬炒派無視《區議會條
例》，公然挑戰中央底線，其行為明顯是
政治炒作，罔顧民生，又形容攬炒派追討
民政事務處開支的行為非常「搞笑」，反
問到底是誰沒有履行區議會的職責。
「議會監察」召集人、民建聯副主席陳

學鋒指出，是次會議並不符合區議會職
能，民政事務處亦拒絕提供支援，質疑該
會是非法集會並違反限聚令，更批評攬炒
派不單罔顧播疫風險，更在會上作出種種
挑戰中央、危害國家安全立法的行為，促
政府部門從速跟進。
曾任區議員逾20年的「元朗監察議會聯
盟」召集人李月民亦批評，全國人大已通
過港區國安法的立法決定，今次攬炒派公
然播「獨」，不但挑戰中央決定，更危害
市民福祉，呼籲攬炒派回頭是岸。
他續說，《區議會條例》並無賦權區議

員處理國家層面事宜，今次亦非正規會
議，故他已去信警務處、食物及衞生局及
民政事務局，要求他們向與會者發違反限
聚令的告票。

違法違規會議 建制促嚴肅處理由攬炒派區議員組成的「十

八區民主派聯絡會議」昨日不

顧特區政府聲明及建制派區議

員勸喻，堅持舉行所謂「十七

區特別區議會大會」，各區議會共329名攬炒派議

員討論僅15分鐘，就一致通過所謂「撤回港區國安

法」的動議，13個區議會的攬炒派議員更各自通過

聯同其他區議會組成所謂「成立香港公民議政平

台」的動議。有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表示，會議並不符合區議會職能，質疑他們的

決定缺乏民意支持，而與會者已違反多項條例，無

論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其行為亦疑違反就職時擁

護基本法的承諾，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盡快公布港

區國安法條文，讓政府部門跟進涉違規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口講「團結」，實質勾心鬥角。
在昨日由攬炒派區議員舉行的所謂

十七區區議會聯合會議上，有人提出討論「香港公
民議政平台」期間，就爆發了罵戰，各攬炒派區議
員互相指罵，更有人大叫自己友「收皮」。
攬炒派今屆共有6名雙料議員，雖然立法會昨日所

有會議已在下午1時完結，但僅得民主黨尹兆堅及鄺
俊宇在下午2時半的所謂「聯合會議」上現身表態，民
主黨的林卓廷、涂謹申、許智峯及街工梁耀忠均無
出席。在所謂「聯合會議」開始前，現場有助理向
區議員派發印有紅色交叉的白色口罩，及要求他們
馬上更換，寓意共同反對港區國安法立法，惟現場
戴上該口罩的區議員寥寥無幾，連「聯合會議」召
集人、灣仔區議會主席楊雪盈亦無佩戴。

程序混亂 粗口橫飛
當會議舉行15分鐘「迅速」通過「撤回港區國安

法」後，屯門區議員張可森提出臨時動議，要求成
立「香港公民議政平台」，以便「就香港之問題與
民共識」。楊雪盈及部分區議員即稱未清楚動議內
容，要求休會10分鐘處理。
張可森及元朗區議員王百羽隨即站在椅上叫囂，

稱他們所屬的區議會主席並無宣布休會，不滿楊雪
盈拖延會議時間，「（因為）香港嘅未來唔可以再

等。」其間，各區代表一度分歧、
鼓譟。
此時，坐在主席台上的北區區議會主席

羅庭德突然離台，連同其他北區區議員離
場。當時，觀塘區議會主席蔡澤鴻開咪聲稱會
議仍未宣布散會，要求北區區議員返回座位，但
未獲理會。
當時場面混亂，屯門區議會主席陳樹英、楊雪

盈和蔡澤鴻一度「維持秩序」，叫大家「靜一
靜」，卻引來更多議員不滿，沙田區議員黃浩鋒更
叫蔡澤鴻「收皮」：「你邊位呀？沙田嘅事幾時輪
到你處理同休會？」
經過一輪爭論，多區區議會主席處理該臨時動

議，最終中西區、灣仔、東區、南區、九龍城、屯
門、元朗、荃灣、北區、大埔、沙田、西貢和葵青
均通過動議，而油尖旺、深水埗、觀塘及黃大仙則
決定休會待續。
會後，蔡澤鴻「澄清」羅庭德並非「拉隊

走」，而是北區區議會認為已通過「撤回港區國
安法」的動議。九龍城區議會副主席鄺葆賢則
聲稱，剛才部分區議員事前未有知悉臨
時動議，而各區區議會「各有不同做
法」，故會上的混亂僅是「程序上的誤
會」云云。■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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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區議員會議越權干涉港區國安法立法，舉行違規違法會議，推動「港獨」。

■■攬炒派動攬炒派動
議僭建違憲議僭建違憲
平台平台。。

■攬炒派外圍組織與「工會」煽動三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就港區國安法立法，一眾攬炒派區議員早前宣布會於昨日舉
行所謂「十七區區議會聯合會議」討論有關問題。民政事務

局其後發表聲明指，鑑於該會議不符區議會職能，民政事務處
及秘書處不會出席及跟進會議事項，有關會議亦非正式會議。
然而，攬炒派繼續堅持於昨日舉行有關會議，並由攬炒派區

議員及其助理進行接待及記錄。按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所見，
約有近400名區議員、助理及記者在場，但會場入口只有一、
兩瓶搓手液及一盒口罩提供，場面非常稠密。
會議甫開始，17名攬炒派區議會主席各自在台上稱會議「有

足夠法定人數」後，即展開僅15分鐘的討論，其後一致通過所
謂「撤回港區國安法」的動議。
大會稱，港區國安法「摧毀『一國兩制』」，將香港的未來

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必須立即撤回。在表決期間，多個
區議員接連起哄，更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港獨」
口號，及展示相關的旗幟和標語。
其後，多個不同地區的攬炒派區議員，提出所謂「賦權本會

議員，其既以經民主程序得授權於選民者，聯合本港另十七區
區議會議員成立香港「公民議政平台」。有關動議暗合與「港
獨」分子聲稱要「建國」及成立「臨時議會」的主張。其間，
不同區的議員發生爭拗。最後，13個區議會通過了有關動議
（見另稿）。

傅健慈：涉瀆職煽動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健慈指

出，與會的區議員可能違反其在競選時簽署的法定聲明，即沒
有真誠擁護基本法，涉嫌觸犯《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
（區議會）規例》第一百零四條的「作出虛假聲明的罪行」，
最高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6個月，並可能觸犯普通法的「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最高可處監禁7年。
同時，涉事區議員亦可能觸犯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

條例》第九及十條的「煽動意圖罪」，即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
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等，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
監禁兩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3年。
傅健慈並嚴厲譴責涉事的攬炒派區議員，批評他們目無法

紀，刻意違反《區議會條例》訂明的區議會職能和權力及區議
員的行為守則，更罔顧民政事務局發出的指導聲明，騎劫

全港區議會的正常運作，如同上演一場鬧劇，而其反
對港區國安法的目的，就是要宣揚「港獨」，破
壞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根本利益。

龔靜儀：無權阻國安立法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亦指，聯合會
議及其議程並不符合區議會職
能，會議地點亦非民政事務處
的會議室，故會議絕不合
法。
對涉事區議員自稱有
權「代表市民」反對港區
國安法，她認為選民
投票時並無授權區議
員反對港區國安
法，若要服眾就須
提供證據，如具一
定數量的市民聯署
及意見書等。
她直言，港區
國安法尚未有正
式條文，現階段
難評論與會的議員
或區議會違反基本
法，希望全國人大
頒布條文時同時釋
法，明確指出這些
區議員的行為會否違
反就職誓言及會否
DQ，釋除社會憂慮及
避免灰色地帶的爭論，達
至兩全其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