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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多個事務委員會昨日相繼

選舉正副主席。攬炒派議員繼續以

提名建制派議員的方式，企圖拖延

時間。不過，建制派議員昨日斬布

的決心明顯較早前強硬，除了嚴格

限制在15分鐘內結束提名，更會直

接「熄咪」，令想拉布的攬炒派議

員無計可施。繼日前民主黨議員許

智峯偷票後，同黨的黃碧雲及尹兆

堅再施小學雞「抗爭」，在昨日環

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時將不屬有

關委員的選票悄悄放入投票箱，令

投票需要重新進行。主持會議的新

界西議員何君堯批評兩人干擾選

舉，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更涉嫌干犯盜竊和串

謀行騙罪，故自己已以個人身份報

警。

攬炒派造票 何君堯報警
黃碧雲尹兆堅涉盜竊違特權法 建制派斬布順利選8委會主席

「803基金」設專用郵箱供舉報失德師

繼前日9個事務委員會開會選舉正副主
席後，其餘9個委員會亦於昨日進行

選舉。在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期間，秘
書處發現投票議員為40人，但票箱內有41
張選票，令選舉須重新開始。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在會後表示，據他了
解，該張多出來的選票是由民主黨議員尹兆
堅放入投票箱，並質疑尹兆堅作弊、影響選
舉公平和正常運作，故他已要求立法會秘書
處報警處理，又呼籲攬炒派不要利用選主席
的過程製造鬧劇，影響民生。

天眼還原 何批尹黃干擾選舉
主持會議的何君堯在傍晚會見記者時表示，

已翻查閉路電視，發現黃碧雲在較早的房屋事
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期間帶走一張選票，而該選
票顏色與環境事務委員會的選票顏色相同。

他續說，在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時，
坐在黃碧雲身旁的尹兆堅將這張選票連同自
己的選票分開兩次放入票箱，以致收回的選
票較派出的多。其後會議已作出快速補救，
在第二次的選舉中派出和收回的選票都是
40張，成功選出主席。

何君堯批評尹黃兩人干擾選舉，質疑黃碧
雲和尹兆堅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並涉嫌干犯盜竊和串謀行騙
罪，故以個人身份報警，稍後並會向警方提
供更多的證據，包括相關的立法會CCTV
錄像帶，同時並知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尹辯稱「看到枱面有票就投」
尹兆堅回覆傳媒查詢時聲言對有關說法感

到「莫名其妙」，更稱自己在每個事務委員會
主席選舉時，「看到枱面有選票就投」，故要
求秘書處提供資料「澄清」及公正處理。

在前日委員會選舉投票時，攬炒派議員還
大搞小學雞式「抗爭」，攜手投票予12號
候選人，以便在秘書處職員讀票時高呼「釋
放12港人」口號，但由於建制派昨日斬布
的態度堅定，很多委員會選舉的提名人數不
足12人，攬炒派只好改為投票予5號或7號
候選人，並高呼「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或
「7．21」等口號。

綜合兩日選舉結果，目前 18 個委員會
中，只有由鄺俊宇主持的福利事務委員會，
及由「專業議政」議員莫乃光主持的資訊科
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仍未完成提名程序，其
餘16個委員會均選出主席，其中衞生事務
委員會更已選出副主席。

在昨日各事務委
員 會 選 舉 主 席 期
間，攬炒派不斷挑
釁建制派議員，但
建制派一致冷靜、
禮貌應對，並無與

攬炒派議員糾纏，而是嚴格依足程
序辦事，最終順利選出多個委員會
的主席。

鄺俊宇主持「扯貓尾」任由拉布
首先開始的福利事務委員會由民

主黨議員鄺俊宇主持。其間，攬炒
派議員紛紛提出規程問題，聲稱建
制派議員前日主持其他委員會選舉
時，「不合理」地限制提名時間及
人數。

鄺俊宇即借機與其他攬炒派「扯
貓尾」，一邊聲稱會「嚴格遵從
《議事規則》辦事」，一邊就不斷
「放水」，任由攬炒派議員拉布。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直言，若攬炒
派着緊民生議題就應抓緊時間選
舉，又質疑若再有議員在投票期間
搶票，鄺俊宇會否報警處理，惟鄺
俊宇稱不會回答假設性問題。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其後在 fb 發
帖，批評攬炒派口口聲聲關注民
生，但就「個個事務委員會都喺度
玩小學雞拉布，嘥時間！將納稅人
嘅錢當係做騷錢？！口講關注有乜

用？！真係關注大眾福利就快啲選
主席快啲開展工作！唔好拉布嘥納
稅人嘅時間金錢！」

攬炒挑釁主持 建制強硬剪布
緊接進行的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選

舉由民建聯議員柯創盛主持。他在會
議開始後15分鐘截止提名，並成功選
出委員會主席，惟因時間不足，副主
席選舉須待下次會議進行。

攬炒派於其後的委員會會議中重
施故伎，更多次挑釁建制派的會議
主持，但建制派議員的態度明顯較
日前強硬，其中主持教育事務委員
會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於會議開
始時清楚表明，考慮到委員眾多，
加上攬炒派「踴躍」提名，才將原
定10分鐘的提名時限延至15分鐘，
但不會再加時，並強調根據時任高
等法院法官張舉能在「長毛」梁國
雄一案中，已說明委員會主席在主
持有關會議時，有責任行使權力令
會議暢順進行。

在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期
間，許智峯抹黑主持會議的何君堯
「同黑社會一樣」，其後何君堯兩
度「熄咪」。在工商事務委員會主
席選舉時，許智峯再作離題論述，
任主持的經民聯議員吳永嘉見許智
峯不理勸喻，亦請秘書處「熄咪」
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延任一年的立法會已經展
開，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倘有議員在會議廳內談「港獨」，有關
基本法及《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下議
員發言「不受法律追究」的保障或不適用，
議員自己需要小心留意會否牴觸香港國安
法。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嚴重干
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
能，屬顛覆國家政權，梁君彥在接受網媒《香
港01》訪問時表示，只要議員根據基本法辦
事，履行正常職責，國安法對他們「一定無影
響」；如議員干擾會議進行，其實已違反了特
權法，而是否違反國安法，「要視乎執法和司
法機關如何看。」

被問及倘有議員在會議上公開稱支持「港
獨」，會否受到基本法及《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下議員發言「不受法律追究」的保
障，梁君彥指出，立法會根據基本法及特權
法運作，故議員履行職權並非在法律之上，
「如果一個議員他是真正履行議員資格，在
議會辯論，他是有保障的（言論刑事豁
免），但如果他不是在履行議員職責，而是
做第二樣事情，那就由法庭決定他有否犯某
一條罪。」

要為自己言行負責
他強調，每個議員都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倘不清楚可徵詢法律意見，又提醒所有議員在
就職時已宣誓效忠基本法，而基本法第一條就
是「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
分」， 「議員要好小心，自己睇清楚國安法
四條罪，有無機會踩線呢？」

就近日有建制派議員表明若有衝擊場面，將
會報警要求警方的國安處跟進，梁君彥坦言，
自己無法控制其他人報警，「如果有人犯罪，
不只是主席一個會報警，不同人都可能報警，
包括市民、議員。」

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琼
早前禁止兩個警方代表出席
區議會會議，民政事務總署
有見佢違例、越權，事後就
提出了嚴正批評，警方亦舉
行記者會譴責中西區區議會

針對警方，並批評有關動議是越權，更刻意侮辱警方。唔
知鄭麗琼係咪「良心發現」定係驚死，前日突然喺區議會
會議上變臉，冇再阻警方代表出席會議。唔少網民就笑鄭
麗琼：「博出位又淆底 ，點同黃友交代呀！」

警方民政局譴責鄭濫權
警務處西區指揮官黃少卿及警民關係主任余剛等在5

月28日出席中西區區議會時，攬炒派議員聲稱有關警方
代表「多次違反區議會會議常則」及「不尊重區議
會」，並通過臨時動議下禁止該兩人出席。上月30日，
由於會議議程涉及警方，黃少卿等到場，鄭麗琼即稱區
議會早前通過臨時動議，禁止他們出席未來的區議會會
議，要求他們離開。警方及民政事務局其後均譴責有關
的濫權行為。

呢頭想譁眾取寵搞鬧劇，轉頭就淆底縮沙「跪低」？前
日，中西區區議會舉行會議，會上一眾攬炒派一如所料不
斷刁難執法者，侮辱警方代表，但鄭麗琼唔知點解突然扮
好人，容許黃少卿及余剛留低，等同變相收回禁止警方代
表出席的越權議案。

麥美娟：博出位點知突淆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就喺facebook發帖笑鄭麗琼：

「說好了的劇本呢 ? 攬炒派為討好黃友博出位，點知忽然
淆底！其實只要唔犯法使乜驚見到警察！」仲Hashtag
（標籤）「彈出彈入」、「都唔跟劇本嘅」。

唔少網民都覺得就算係區議會主席，都唔可以隻手遮
天。「Karine Yuen」話：「呀婆（鄭麗琼）終於知道雞
毛，喺（係）唔可以當令箭㗎！」「Che Che」就覺得可
能鄭麗琼知道自己玩過火：「聞到有濃（燶）味，公職人
員行為失當，準備DQ（取消議員資格）！」

有網民奉勸鄭麗琼痛改前非。「Dicky Lee」話：
「其實做人做事做好，最重要係不忙（忘）初心，學契
姐咁講，做咗十幾二十年區議員，當初最想幫居民嘅原
因 係 乜 嘢 呢 ？ 」 「Cheryl Chan」 就 話 ： 「 回 頭 是
岸。」

「Wing Lai」就唔明點解班攬炒派議員成日抹黑香港
警隊：「係（喺）街度撞到警察驚！去開會見到警察又
驚！點先！」「Alan Wong」就突破盲腸：「賊怕
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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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發現定驚死？
鄭麗琼不阻警出席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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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選舉的9委員會正副主席
事務委員會 主席 副主席

福利 未選出 未選出

房屋 張宇人 未選出

經濟發展 張華峰 未選出

工商 鍾國斌 未選出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 何俊賢 未選出

環境 鄭泳舜 未選出

民政 梁志祥 未選出

教育 梁美芬 未選出

人力 陸頌雄 未選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建制冷靜應對「熄咪」阻許智峯亂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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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立會視頻可見，尹兆堅在11時18分投票（左圖）後，於11時19分再投多一次票（右圖），影響選舉結
果。 立會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失德黃師在教協等攬炒派包
庇下不斷荼毒學生，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發起
的「803基金」，昨日宣布設立舉報失德違法教育人
員專用郵箱，方便家長和其他人士舉報並提供相關
資料。基金會在核實投訴內容後轉介有關當局，及
在適當時候向當事人和所屬學校求證。

近月舉報教育人員明顯增加
梁振英昨日在其fb專頁發帖指，去年8月3日，

有狂徒在尖沙咀海旁將國旗從旗杆上除下，拋入
海中。他隨即宣布成立「803基金」，懸紅緝兇。
一年多以來，大批各行各業的市民向基金提供極

其有用的資料，協助警方破案，儆惡懲奸。
他續說，過去大半年，不少家長及教師通過熱

線電話向「803基金」舉報教育人員當中少數的害
群之馬在校內校外失德、違法的劣行，近月此類
舉報明顯增加。

為了保護孩子、更好處理這類舉報，「803基
金」由昨日開始設立專用郵箱，方便家長和其他
人士舉報並提供相關資料（如教材和作業的影印
本）。一如既往，「803基金」對舉報者身份絕
對保密，並對投訴內容盡力核實，然後轉介有關
當局，並在適當時候向當事人和所屬學校求證。

有關的郵箱號碼為《荃灣郵政局郵政信箱

1395》，其他舉報則可繼續使用熱線電話59 803
803。

倡仿英指引「違」人師表可「釘牌」
在接受網媒「港人講地」訪問時，梁振英表示，

必須關注到香港青少年被「激進化（radicaliza-
tion）」的問題，「香港的radicalization是什麼？
有人在過去一段時間，不斷向青少年人宣揚他們對
內地人、對內地同胞和國家的敵視和仇恨，所以家
長、學校、政府要特別注意這個方面的問題。」

他認為，香港要盡快進行「去激進化」（de-rad-
icalised）工作，更要從教育入手方能治本。他指

出，香港有些教師在學校內，講一些針對國家、內
地同胞的說話，其實也是極端的、極端主義行為，
因此有必要仿傚英國管理教師的法定機構Teach-
ing Regulation Agency（TRA）。根據TRA的指
引明確指出，散播政治或宗教極端主義，屬於不適
合為人師表的行為，可以被「釘牌」。

梁振英還表示，香港國安法對街頭暴力起到震
懾作用，而接下來是需要讓老師正確認識國安
法。他相信大多數老師都支持香港國安法，但這
並不足夠的，為了教導學生，他認為老師還需要
知道制訂國安法的目的和內容，以及何謂國家安
全和國際關係。

■何君堯批評尹黃兩人干擾選舉，並涉嫌干犯盜竊和串謀行騙
罪，故以個人身份報警。 何君堯fb圖片

■鄭泳舜亦揶揄攬炒派小學雞拉
布。 鄭泳舜fb圖片

■陳恒鑌批評攬炒派嘥晒納稅人
嘅時間金錢。 陳恒鑌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