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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2019年成

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攬

炒派多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更不

斷重複發言內容，企圖阻撓審議。

其間，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宣布引用

基本法七十二條（一）行使主持會

議職權兩次剪布，最終有關條例草

案於昨日以38票贊成三讀通過。攬

炒派會上聲言，他們拉布是要「拖

延政府『為惡』的能力，避免『惡

法』在無聲無息下長驅直進」。工

聯會議員麥美娟指，攬炒派已涉嫌

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嚴重

干擾及阻撓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

職能，梁君彥應研究攬炒派惡意拉

布是否已構成嚴重阻撓，在必要時

採取「適當行動」。

攬炒派拉布 或違國安法
圖阻成文法修例通過 麥美娟：主席須採「適當行動」

《2019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涉及修訂《高等法院條
例》中上訴法院處理部分司法覆核許可程序，
從目前由三名法官改為由兩名法官處理，讓司
法機構更靈活調配人手，以加快處理包括免遣
返聲請的司法覆核案。針對有關修訂，攬炒派
不斷拉布浪費時間，包括不斷要求多次點算法定
人數，企圖製造流會，及不斷重複發言內容。

攬炒派「廢話」連連阻審
立法會昨日上午恢復審議有關草案，會議
開始不足1小時內，民主黨議員胡志偉、林
卓廷和涂謹申已先後4次要求點算開會法定
人數。其他攬炒派議員亦不斷重複發言，如
工黨議員張超雄聲稱「擔心」是次修訂減少
了法官的數目，可能令免遣返聲請的公平及
平等標準「被削弱」。民主黨議員胡志偉則
稱，若政府前期審批工作能安排足夠資源處

理，可減少個案堆積，這才是解決問題的
「理想做法」云云。
由於攬炒派議員不斷重複甚至離題發言，

梁君彥經多次提醒未有改善後表示，立法會目
前還有大量事項需要處理，審議法案非唯一職
能，故不能容許議員就逐一條文發言，在尊重
議員發言權利及立法會有效運作之間，需取得
適當的平衡，立法會主席有憲制責任確保在合
理時間內完成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故決定運
用基本法七十二條（一），為辯論劃線。
雖然梁君彥決定為二讀辯論剪布，但攬炒

派繼續拉布，梁君彥於是再為全體委員會審
議及三讀階段劃線，並訂於下午4時進行投
票。臨近下午4時許，攬炒派的社福界議員

邵家臻發言，繼續質疑條例之下酷刑聲請申
請人有否翻譯支援等技術細節，被梁君彥裁
定離題，要求他返回辯論內容。

修例案獲38票支持三讀通過
建制派議員謝偉俊此時提出規程問題，批

評邵家臻在說「廢話」。邵家臻即藉詞要求
對方澄清，並要求主席裁定有關言論是否侮
辱性語言，圖繼續拉布。謝偉俊回應指，與
辯論內容無關的就是「廢話」。梁君彥其後
裁定謝偉俊所說的並非侮辱性語言。
由於此時已到4時的劃線時限，梁君彥隨

即詢問提交條例草案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是否
再發言。在鄭若驊簡短回應後，會議立即進

入表決程序，最終修例案獲38票支持、18
票反對，三讀通過。
會議其後二讀辯論《漁業保護修訂條例草

案》，攬炒派再多次提出點算法定人數。在
全日會議中，攬炒派共15次提出點算法定
人數，浪費約1小時50分鐘。胡志偉稱，他
們要運用拖延策略阻止特區政府的「惡
法」，包括有機會提交議會審議的容許港人
「境外投票」等法案。
建制派「班長」、商界（二）議員廖長江

在小休期間向傳媒指出，是次審議的條例草
案並沒有爭議，倘攬炒派真的關心條例草案
內容，就應該參加法案委員會，並在審理過
程中提出意見，而非到恢復二讀的階段才提

出，並揶揄倘攬炒派不懂技術性修訂，就拜
託不要獻醜，讓懂的人去發言。
他認為，攬炒派拉布情況嚴重，並強調會

期已經不多，希望攬炒派盡快停止拉布，利
用延任1年的時間，為民生經濟服務。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表示，根據香港國安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嚴重干擾及阻撓特區政權機
關依法履行職能即屬犯罪，建議梁君彥應研究
攬炒派的拉布行為是否已構成嚴重阻撓，在必
要時採取適當行動，或就討論設時限，同時研
究修改《議事規則》以阻止拉布。
麥美娟還揶揄，反對派獲民調授權留任，

「唔係流會個『流』」，呼籲攬炒派正經把
握議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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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英國國會下議院
香港時間今日二讀審議聲稱要為港人提供「庇
護」的所謂「BNO 平權法案（Hong Kong
Bill）」。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等人前日就與英國
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Layla Moran進行視像會
議。劉慧卿聲稱，希望英國政府、政黨、國際組
織都可以繼續「支持香港」，為香港的「抗爭」
等云云。香港政法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直指，所謂「BNO平權法案」明顯干
涉國家主權，民主黨通過聯絡英國自民黨而支持
該法案，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奉勸攬炒派不要引
火自焚。
所謂「BNO平權法案」由英國自民黨議員
Alistair Carmichael提出，今日的二讀草案分為三
部分，一是「檢討」《中英聯合聲明》的執行情
況，二是BNO居留權，三是涉及法律和經濟的剩

餘條款。
Layla Moran在與劉慧卿，及民主黨區議員袁海

文、梁翊婷、曾自鳴的視像會議中稱，不少1997
年之後出生的香港年輕人不能申請BNO，故會促
請英國政府提供「救生艇計劃」，讓「追求民
主」的人可以到英國尋求庇護，又承諾自民黨將
全力協助香港移民融入英國，「民主」和「人
權」的利益大於任何經濟利益。

黃英豪勸攬炒派勿試法
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批評英國部分政客及香港

攬炒派不斷扭曲事實，抹黑「一國兩制」及香港
國安法。香港國安法仍是新的法律，在執法、起
訴和定罪方面的空間尚無先例，奉勸攬炒派政棍
不要以身試法，倘繼續配合外國勢力抹黑國家，
必定會引火自焚，墮入香港國安法的法網。

至於所謂「BNO平權法案」，他形容只是英國
擅長的表面文章，英國如果真的有心收留「難
民」，就不會為了拒絕中東地區的難民而脫歐，
加上現在英國經濟衰落、疫情嚴峻，脫歐協議還
未完成，可謂方方面面自顧不暇，此時仍要「援
助港人」實在太諷刺。

葛珮帆：「法案」全屬炒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直言，香港國安法

通過之後，一直勾結外部勢力的民主黨也只敢
打擦邊球。英國自民黨推出的所謂「BNO平權
法案」完全是炒作，令攬炒派有政治籌碼繼續
搞亂香港、分化社會。包括用BNO、「救生
艇」這些幌子，讓一些暴徒誤以為犯法之後仍
有「走佬」到英國的「退路」。兩邊明顯互相
勾結、相互利用，但都不敢再明目張膽宣揚

「港獨」。
她坦言，就算有BNO簽證，仍要滿足「5+1」
要求才能申請英國公民，居留期間更要用錢、沒
福利，完全是「搵香港人笨」。況且英國如今面
臨巨大困境，相信「BNO平權法案」不會是被優
先討論的議程。
香港前立法會議員、「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

興批評，劉慧卿之流通過聯絡英國自民黨，來支
持英國通過干涉中國主權的「BNO平權法案」，
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完全是漢奸行徑，更可能觸
犯香港國安法，警方國安處應嚴正執法，全社會
都應對此強烈譴責。
他認為，英國搞BNO的初衷就是分裂港人，就
算1997年之後出生的人能夠申請BNO，移民英國
也不是他們光明的前途，英國只是想吸引人才和
資金而非暴徒。

鴿黨勾結英政客炒作「BNO平權法案」

國泰集團近日
大規模裁員，好
多人都話除咗疫
情因素，參與黑
暴嘅國泰同港龍

員工都有份種下自炒禍根。攬炒
派區議員岑敖暉噚日喺 facebook
講到明，話「攬炒的過程必然會
傷害到自己，或者手足」，而
「企業相繼執笠、越來越多人失
業，這個是追求『攬炒』必然會
經歷的過程。也是攬炒的『基
本』」喎。不過，佢又自相矛盾
話，「當初決定攬炒嗰陣應該預
咗要救『手足』」喎，咁救返生
又點叫「攬炒」呢？有網民質
疑：「當黃圈都被一齊攬炒埋果
（嗰）陣，仲有咩人救手足？」
有人更揶揄：「咁你肯將眾籌既
(嘅)錢派出嚟救手足嗎？」

連登仔狂踩國泰「飛雞」
喺連登討論區，成日講要齊上

齊落嘅「同路人」唔止冇向國泰
港龍航空被炒班人伸出援手，反
而踩多兩腳，話呢班人係「飛
雞」，抵佢哋死咁話。「同路
人」有難仲要踩多兩腳，呢啲咪
係真「手足」囉。
岑敖暉就喺帖文發牢騷，話大家

去年開口埋口都提住攬炒，咁就應
該知道呢場「運動」係要犧牲、自
傷，𠵱 家經濟下行、外資逃離，加
上企業執笠都一定會令「手足」被
炒同埋搵唔到工，呢個時候「同路
人」、特別係「黃圈」應該要救
「手足」而非落井下石，否則根本

冇人會繼續真心支持攬炒。

黃民批岑只顧自己「荷包」
黃絲網民就似乎唔多支持岑敖暉

嘅講法，「May Chan」就話：
「叫撑（撐）『黄色經濟圈』係
（個）邊d（啲）人袋錢呀！係
『龍門』『渣哥』『基哥』『明
姐』呀！」「Cindy Chan」直情
話：「所謂不怕攬炒，最簡單的就
是確保自己係有糧支，荷包富足至
真！」「Wd Woo」就話：「唔覺
得香港人有擁抱攬炒。」「Ste-
phen Lee」回覆話：「唔好炒左
（咗）自己份工就得。」
「Cantor Liu」就狙擊岑敖暉：

「咁你肯將眾籌既（嘅）錢派出
嚟救『手足』嗎？」「Ray Lee」
就回覆：「可能一陣又話要支持
失業『手足』搞個眾籌出嚟，𠵱
家出呢篇文咪提醒『手足』交會
費囉」。
「Mimi Chan」就搲晒頭：「人
就自私嘅，大難臨頭各自飛唔係好
正常咩？」「Leo Chan」就揶
揄：「『手足』走晒仲有邊個捐錢
畀呢班人呀，又有千萬豪宅又有得
去五星級酒店爆房！」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都轉發

帖文，想要大家了解下攬炒派奇幻
而冷血嘅世界，「大家要繼續擁抱
攬炒，香港失去國際地位『手足』
失業都在所不惜，是必然的過程，
但攬炒不包括政棍自己的利益，佢
可以繼續搞選舉搞眾籌，一定要有
『糧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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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講錢傷感情，真係
連「手足」都冇面畀。近
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並
已潛逃外國嘅通緝犯「攬
炒巴」劉祖廸日前喺face-
book 宣 布 與 Stand with

Hong Kong（SWHK）團隊「和平分家」，
並提出由民間投票決定點樣重新分配之前大
家一齊眾籌返嚟嘅資金。最後，有五成人認
為要「五五對分」，但SWHK梗係唔肯啦，
仲另發聲明稱眾籌資金受法律約束，劉祖廸
要動用眾籌資金可以按「制度」申請審核。
唔少網民都質疑SWHK想獨吞巨款，SWHK
即發聲明更名為「重光團隊」，聲稱仍會
「公平公正」咁用錢，希望大家相信呢個
「機制」，但網民就質疑管理資金嘅財務委
員會都係「重光」嘅人，隨時中飽私囊都冇
人知。
網傳「攬炒團隊」喺境外網站發起嘅眾籌

金額達3,000萬元，而劉祖廸早前就稱結餘約
1,600萬元，並提出分家，點知護錢心切嘅
「重光」死咬唔放，仲搬埋法律出嚟拒絕分
家，又扮好人咁話如果劉祖廸團隊需要動用
眾籌所得嘅資金，可以透過既有制度申請撥
款，財務管理人員定會謹守一貫嘅審核標準
處理所有申請方案喎。

網民批「重光」食相難睇
不過，唔少網民都替劉祖廸唔抵，仲批

評「重光」唔止唔做嘢，仲想獨吞巨款。
被「同路人」窮追猛打，「重光」唯有再
發聲明解畫，話外國因為疫情及其他議
題，現時根本唔會留意有關香港嘅遊行，
又話財務管理委員會早喺去年7月團隊成立
嗰陣，已有全體成員一致同意成立同採納
嘅機制，委員會亦會定時換人，確保做決
定時「考慮唔同角度、公平公正，做到物
盡其所。」

「重光」仲話：「我哋發現喺唔同戰綫
（線）嘅圈子都不斷有人分化、詆毀同抹黑
『重光團隊』。」希望大家相信佢哋個終極
目標係「光復香港」。
不過，網民就仍唔收貨，「Thom-

asHealy」就喺「連登」開post批評「重光」
食相太難睇：「D（啲）錢捐果（嗰）時明
明比（畀）攬炒團隊，依（𠵱 ）SWHK搶
曬（晒），咁可否全數退錢？……佢地
（哋）改埋名，慌死比（畀）人追債
咁。」佢仲摷返當時決定攬炒團隊點樣分
家嘅投票結果出嚟：「支持SWHK/『重光
團隊』羅（攞）多過一半的人只有8%，你
都敢大大聲話自己要吞曬（晒）？」
但「-_-_-_-_-_-」就話劉祖廸都唔好得去

邊：「明明finn（劉祖廸）自己出post話自己
出黎（嚟）做，你講到好似係swhk主動咁，
真係以為大話講幾次就係真咩？」

■香港文匯報記者雨航

攬炒團隊分家「重光」疑吞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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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容許在內地的港人在選舉期
間投票是社會的訴求，根據昨日公布的一項
調查發現，79.8%受訪者非常同意在立法會
選舉引入「境外投票」，讓長居內地城市的
選民行使其投票權。
公民社會研究所於本月19日至21日間，透
過網上問卷進行「改善立法會選舉投票安排

意見調查」，對象為15歲或以上香港市民，
並成功收回問卷2,945份，其中2,758人為地
方選區登記選民。
調查結果顯示，約八成受訪者非常同意在

立法會選舉引入「境外投票」。在「中間選
民」中，有75.64%非常同意有關建議。
同時，88.53%受訪者非常同意於投票站設

「關愛隊」，讓長者、孕婦、殘疾人士等優先
投票。在自稱是「中間」或「沒有政治傾向」
的選民中，有87.23%表示非常同意有關建議。
就「投票日設冷靜期限制拉票」、「電子

派發選票」及「電子點票」等建議，亦分別
有71.61%、78.13%及82.34%的受訪者表示
非常同意有關建議。

近八成人非常同意「境外投票」

▶立法會續審議《2019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攬炒派多次要求點
算法定人數，更不斷重複發言內容，企圖阻撓審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關條例草案終以38票贊成三讀通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