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攬炒派把
持的各區區
議會鬧劇連
連。元朗區

議會日前舉行大會，因有議程不符區議會職
權，元朗民政事務專員袁嘉諾與官員離席。
攬炒派元朗區議員王百羽隨後在facebook上
載一張袁嘉諾在會議上的照片，並顯示他面
前的名牌被改成「袁『狗』嘉諾」。多名政
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狠斥，攬
炒派越權做騷、侮辱官員，不僅行為卑劣，
且思想幼稚，有負市民期望，認為若區議會
持續無法妥善履職，民政事務處應自行處理
有關工作。
今屆17區區議會被攬炒派把持，醜聞頻

出，包括大埔區議會日前就有攬炒派議員互
相粗言指罵；沙田區議會、中西區區議會、

油尖旺區議會曾發生攬炒派議員圍堵不讓官
員離開；元朗區議員張智陽早前就對到訪的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爆粗。攬炒派元朗區議員
王百羽日前更在facebook上載一張袁嘉諾在
會議上的照片，顯示他面前的名牌被人改成
「袁『狗』嘉諾」，王百羽更標籤該具侮辱
性的稱呼。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召集人李月民批

評，王百羽以「狗」侮辱官員，又將照片上
載facebook，反映其品格卑劣，奉勸他將心
比心。李月民強調，身為議員必須與官員互
相尊重，才可能衷誠合作服務市民，即使官
員有做錯需指出錯處，亦不應出言侮辱。
「議會監察」召集人、荃灣區議會前主席

黃偉傑表示，區議會主席有責任確保議程不
越權、議員守秩序，今次有攬炒派議員以塗
改名牌來侮辱官員，做法離譜，身為主席若

坐視不理，難辭其咎。他批評，攬炒派把持
的今屆區議會，不斷浪費時間作政治爭拗、
做出「小學雞」鬧劇，無法履行區議會地區
諮詢的功能，奉勸攬炒派區議員早日停止做
政治騷，專注民生。
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表示，王百羽

做出如此「小學雞」行為，反映攬炒派議員思
想幼稚，無心改善民生事務，有負市民期望。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表示，王百羽

等攬炒派議員是想以語言暴力及行為暴力去
維繫其黑暴支持者。不過，其實很多市民已
開始逐漸從那些黑暴謠言中醒覺，會逐漸唾
棄這些無賴政棍。他建議，當局應研究措
施，杜絕攬炒派區議會主席與議員互相包庇
越權，若區議會持續無法妥善履職，民政事
務處應自行處理有關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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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延任一年，多項民生議題亟待解決，惟攬炒派仍不改拉布惡習。在昨日的立

法會大會上，攬炒派全日共提出13次點算法定人數，嚴重干擾會議順利進行。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昨日傍晚去信全體議員，要求放下政治分歧，實事求是，若有議員繼續以

各種方法拖延會議進度，將考慮運用主持會議的權力，就立法會會議的審議工作編配

時間。

梁君彥擬「剪布」編配審議時間
攬炒又拉布阻民生 13次點人數浪費近3小時

曾國衞：研境外投票便利居內地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受疫情

影響，在境外港人無法返港行使投票
權，社會呼籲設境外投票的聲音愈來愈
強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昨
日在立法會回應有關境外投票安排的質
詢時表示，多年來社會都有聲音要求政
府研究境外投票，特區政府對境外投票
一直持開放態度，局方正探討境外投票
的可行性。他強調，確保選舉公平、公
開和誠實地舉行屬最重要原則，政府需
要通盤考慮多方因素，當局已開始與律
政司及選舉事務處探討相關意見。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支持境外投票安
排，形容是便民措施。
曾國衞指出，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多年來均有商討相關選舉安排，而原定
今年的選舉因疫情延期，凸顯了選舉制
度的不足，加上選舉管理委員會日前公

布的選舉報告書中，亦建議政府應從政
策層面及法律運作方面，研究香港在境
外設票站的可行性，以及修訂相關法
律。
他表示，據統計處估算，截至2019年

年中，年滿18歲且通常逗留在廣東省的
港人已近33萬人。隨着中央與特區政府
不斷鼓勵港人到內地生活和發展，如何
便利在內地生活的港人投票是目前須探
索的方向。當局已開始與律政司及選舉
事務處探討相關意見，並積極完善現行
選舉安排，包括如何為境外投票制定預
先登記安排、安全運送票箱，以及處理
境外票站的突發情況等。

劉國勳挺措施惠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表示支持境

外投票安排，又形容境外投票是便民措

施。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則聲稱，境

外投票是特區政府為建制派公然「買
票」和「種票」，又稱廉政公署不能跨
境執法，無法有效打擊境外票站的舞弊
行為。

重申境外舞弊同屬違法
曾國衞回應指，完全不認同實施境外

投票就會發生「種票」和「買票」，又
指《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五條列明，條例適用於一切與選舉有關
的行為，不論任何人在香港境內或境外
作出舞弊行為均屬違法，廉政公署會視
乎案件實際情況採取執法行動。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引述香港民

意研究所日前公布的民調結果，聲稱不
少市民均反對境外投票。曾國衞回應

指，該民調只訪問操粵語的香港成年居
民，且逾半訪問是透過本地固網電話進
行，反問楊岳橋是否不需要聆聽操普通
語或英語，以及境外港人的意見。
曾國衞並強調，境外投票一定會遵守

公平、公開及誠實的原則，當局亦會就
此諮詢廉政公署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組委員會昨日舉行會
議，討論任命英國最高法院副院長賀知義
擔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議案獲大
部分議員支持，委員會下一步向立法會大
會報告議員意見，若獲通過，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將正式委任賀知義為非常任法官。
民建聯周浩鼎和葛珮帆詢問司法機構，
如何確保海外法官對基本法和「一國兩
制」有充分和正確認知。司法機構政務長

梁悅賢表示，法官來港後都要根據基本法
宣誓，並要根據香港法律審案，相信法官
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認識不成問
題。
建制派何君堯指出，英國最高法院院長
韋彥德（Lord Reed）7月曾稱，香港實施
國安法時要考慮新法對香港司法獨立影
響。他批評特區政府任命英國最高法院副
院長擔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是欠
缺危機意識，應考慮任命新加坡、印度、

汶萊、南非等地的法官。

攬炒派疑投錯建制任小組主席
行政署長鄭鍾偉亦回應指，法官任命程
序並不可能幾日內發生，強調此次任命與
前終院非常任法官施覺民辭職無關。他續
說，如果此次任命獲通過，英國最高法院
的院長和副院長都將可來港工作，出任終
院非常任法官，認為議員毋須爭辯這個事
實。約討論兩小時後，大部分議員不反對

賀知義的任命，其中何君堯棄權、民主黨
許智峯稱因資料不足而不支持。
該委員會主席選舉程序由最資深議員涂

謹申主持，投票時有8名建制派及7名攬
炒派議員在席，但疑是一名攬炒派議員投
票給經民聯梁美芬，令梁以9比6擊敗公
民黨郭榮鏗，當選主席並主持該次會議。
此事亦引起攬炒派互相推諉責任。公民黨
楊岳橋說可能有議員投錯票；郭榮鏗稱
「當然投了給自己」，但質疑是涂謹申無
投票；涂謹申會後確認自己參與投票，但
不評論其他議員投票意向；會計界梁繼昌
則稱自己忘記「投了什麼號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
派近年不斷巧立名目，透過網上眾籌平
台吸納資金，卻又不公開籌款去向。
繼今年6月在立法會提出質詢後，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及陸頌雄昨日再
在大會跟進相關議題，指不少團體借
網上眾籌支持黑暴攬炒，但至今仍無
法例規管。多名建制派議員認為問題
值得關注，要求政府盡快立法規管網
上眾籌，不能在切斷黑暴資金鏈上放軟
手腳。

麥美娟倡設發牌制
麥美娟發言時表示，目前網上籌款

缺乏規管，不少市民擔心有不法之徒
藉此洗黑錢，並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的
違法活動，又指目前在網上眾籌毋須
向政府申請、註冊或領取牌照，捐款
來源及去向亦毋須申報，故她要求政
府盡快立法，例如考慮跟隨規管公眾
地方籌款的做法，規定在網上籌款的
機構須事先申請許可證或牌照。
陸頌雄質疑，攬炒派的眾籌與黑暴

勢力密不可分，例如有所謂基金鼓勵
「抗爭」，籌款後再幫「抗爭者」找
自己相熟的法律團隊打官司，又指有
攬炒派組織在籌款後因懾於香港國安
法而解散，其後再借網上眾籌借屍還
魂。
新界西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則要求政

府提供相關統計數字，例如市民對眾
籌的投訴數目，讓公眾了解問題的嚴
重性，又促請政府盡快立法規管，避
免有人借這個空隙藏污納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建議，政

府應考慮修訂目前《簡易程序治罪條
例》中規管街頭籌款的條文，以延伸至網上眾
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回應時表示，

網上籌款絕非「無王管」，但不同情況應有不
同的監管切入點，例如可針對籌款形式或籌款
目的。他舉例指，若眾籌涉及金融服務，就會
受金融相關法例規管；若涉洗黑錢或詐騙等違
法行為，警方就會介入跟進。
他並指，現時當局可根據法例就公眾地方籌

款活動發出許可證，相關法例的立法原意是為
了防止在公眾地方進行有關活動時構成妨擾或
阻礙，故現行條例不適用於網上籌款活動，當
局現階段亦無計劃將適用範圍延伸至網上籌款
活動，但當局會加強社區宣傳，增強市民提防
騙案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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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知義獲立會小組委會挺任終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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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立法會會期延續，
惟攬炒派惡行再現，多次於會上要求點算法定人
數，更不斷重複發言拖延時間，影響立法會正常運
作。有市民團體昨日於立法會外抗議，斥攬炒派議
員惡意拉布，要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盡快DQ涉事
議員。
團體「不平則鳴」4名代表昨日早上於立法會總

部外請願，他們高叫「泛民惡意拉布癱瘓議會運
作」、「妄圖攬炒香港公職行為失當」等口號，
點名批評攬炒派議員胡志偉、張超雄、莫乃光和鄺
俊宇4人。團體表示，攬炒派議員胡志偉曾在會議
上先後多次要求點算開會法定人數；而議員張超雄
亦不斷重複發言，企圖阻撓審議成文法修例；另有
莫乃光和鄺俊宇分別在主持「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

委員會」和「福利事務委員會」選舉正副主席期
間，臨時加設所謂的「陳述政綱」、「提問」和
「總結」時間，懷疑他們企圖配合其他攬炒派議員
拉布。
發言人吳先生表示，攬炒派議員惡意製造「政

治攬炒」癱瘓立法會，其卑劣行徑失德失責，要求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盡快DQ莫乃光和鄺俊宇兩人；
並研究攬炒派的拉布行為是否已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第二十二條，嚴重干擾、破壞香港政權機關依法
履行職能，若觸及法律，應將涉事人員繩之以法。
另有4名市民昨日下午亦到場高舉「惡意拉布

癱瘓立法會可恥」的橫額請願。他們表示，市民大
眾拒絕攬炒，批評攬炒派議員的行為是破壞香港繁
榮穩定，要求攬炒派議員盡快停止拉布行為。

立法會昨晚7時前暫停會議，未
完成漁船登記草案的二讀辯

論，今早再續。會議期間，攬炒派
議員繼續接力發言拉布，全日點算
法定人數13次，共浪費兩小時43分
鐘，更提出早前已被否決的辯論題
目，企圖阻礙會議順利進行。

指立會被拖延進度欠佳
鑑於攬炒派拉布情況嚴重，梁君
彥昨日去信全體議員指，上一會期
立法會議程上積壓多時的大量事
項，有機會在本會期獲得處理，此
外，立法會亦須審議特區政府已提
交或擬提交的28項法案，以及64項
附屬法例。然而留意到部分議員已
公開表示，會以不斷發言及要求點
算法定人數等方法，拖延立法會會
議的進度，現時立法會會議已被部
分議員不必要地拖延，進度未如理
想。
他續指，過往經驗顯示，立法會
處理一項技術性且非重大或具爭議
性的法案，一般只需少於兩小時，

審議法案只是立法會的其中一項憲
制職權；立法會仍須履行基本法第
七十三條所訂的其他職權。除了法
案（附錄1） 及64項附屬法例，立
法會仍有大量其他事項積壓多時，
須要處理。若立法會須要耗用接近
20小時，才能完成處理一項屬技術
性且無重大爭議的法案，則立法會
不但不可能在本會期內完成處理有
關的立法議程，更遑論處理議員議
案。
他強調，部分議員不能只顧本身

的權利，而漠視其他議員履行憲制
職能的權利，更不能妨礙立法會作
為立法機關妥為行使及履行基本法
所訂的各項職權，否則便等同剝奪
整個立法機關及其他大多數議員履
行憲制職權的權利。
梁君彥指，作為立法會主席，自

己有責任行使基本法第七十二條
第（一）項主持會議的權力，確
保立法會事務得以有序、有效及
公平地處理。法庭早已確認，立
法會主席有對辯論設定限制和終

止辯論的權力，上訴法庭在同一
案中亦確認，任何根據《議事規
則》參與立法過程的憲制權利不
可能包括拉布權。
他表示，自己必須在尊重議員權

利與立法會有效運作之間，取得適
當平衡，以確保立法會作為立法機
關能妥為行使及履行基本法所訂的
職權，「因此，若有議員繼續以各
種方法拖延會議進度，我會考慮根
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
項主持會議的權力，就立法會會議
的審議工作編配時間，以令議員盡
量聚焦並精簡發言，有效運用寶貴
的議會時間。正如有關的法庭裁決
已清楚指出，令立法會會議有秩
序、公平及正當地進行，是我作為
立法會主席的職責。」

籲議員棄分歧重民福祉
鑒於本港目前疫情未消、經濟低

迷，他呼籲議員放下政治分歧，實
事求是，以市民福祉為重，做好議
會工作，共同帶領香港走出困局。

王百羽以「狗」辱官 政界斥卑劣

「不平則鳴」促DQ惡意拉布議員

■官員的名牌被塗鴉加「狗」字。
王百羽fb圖片

■麥美娟建議設立發牌制，以規管網
上籌款機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曾國衞表示，政府正研究境外投票的可
行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團體「不平則鳴」4名代表於立法會總部外請願，要求梁君彥盡快DQ惡意拉布議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