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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參照過去法案辯論時間合適

逃犯例審 66 小時下周四表決
梁君彥表示，立法會將於 7 月中休會，時間有限，
亦收到政府信件指有 4 個法案要求在暑假前處理；另
外，立法會亦要審議委任高院首席法官的議案，作為
主席要安排時間去處理，認為已預留足夠時間審議修
訂《逃犯條例》。
梁君彥強調，一如以往，他是按照《基本法》、
《議事規則》、過往先例及其他相關因素來安排這個
辯論；保安局局長就法案作出恢復二讀辯論預告時，
表明法案有時間緊迫性，需要盡快處理；又考慮到這
法案的審議情況是前所未有的，條例草案沒有經過法
案委員會及後保安事務委員會用了 20 小時討論有關法
案， 「作為主席，我有責任確保立法會有序、有效地
處理立法會事務。根據終審法院的裁決，主席可以在
適合的時間結束辯論。」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
加祺報道：立法會大會今
日就修訂《逃犯條例》草
案恢復二讀。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昨日表示，將預留
66 個小時、共 2 個會議處
理審議草案，其中 5 個小時
是質詢時間，預料下周四（20 日）會進行表決。他指出，已參
照過去處理多項複雜法案的經驗，安排 66 小時辯論是適合的，
若議員並非浪費時間在點人數等規程問題，會彈性處理，有議
員提出的 153 項修正案則會合併處理。梁君彥明言，由於預計立
法會所遇到的保安威脅會更嚴峻，加上有議員表示憂慮，決定
將原本安排今早 11 時舉行的行政長官的質詢時間改期。

行政長官質詢時間改期舉行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左)遭反對派企圖包圍，被迫中斷記者會。

若要更多時間審議會彈性處理

審議時間及過往不同法案的辯論，過去審議《一地兩
檢》草案時用只需 38 小時，而今次要審議的條文只得
10 條，形容現時安排是十分寬鬆，同時會將所有條文
合併辯論，會議時間或有彈性。他認為，若果議員好
好運用時間，而要更多時間審議，會彈性處理；但如
果議員不斷提出規程問題、點人數或議會秩序混亂，
亦有可能因應情況，減少辯論時間。

立會封閉示威區派警駐守防暴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修
訂《逃犯條例》草案將於今日在立法會
大會恢復二讀。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
（圖）直言，草案直上大會是被迫的，
這是由於反對派不讓法案委員會運作、
不斷阻撓審議進程所致，批評反對派議
員沒有履行職責。她明言，不認同反對
派發動包圍立法會、罷工、罷市、罷課
的行動，特別批評發動罷課者不負責
任。
范徐麗泰指出，是次立法會審議修訂
《逃犯條例》，清楚地顯示反對派刻意
阻撓，其行為實在有違議員應有的職
責。她說，反對派可以不喜歡草案，他
們可在審議期間述說理據，甚至帶出市
民擔心的原因，而不應予以阻撓。

高級警司江永祥表示，警方定會果斷制止違法行為，
絕不姑息。

政總東翼前地同日暫時關閉
考慮到近日出現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暴力行為，以及多
個社交媒體傳播的威脅信息，立法會秘書處認為在審議
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會議期間，再受衝擊的風險很
高，由於保安並無相關訓練及裝備，決定暫時關閉示威
區，並要求警方在示威區及其他範圍候命及巡邏。
秘書處指出，示威區內很多鐵馬、人造植物屏障及廣
場入口閘欄已被破壞，需要進行維修，因此沒有足夠實
體屏障來維持示威區的秩序；將視乎立法會及附近一帶
情況，發出顏色警示，一旦發出黃色警示，所有議員職
員的通行證將會失效，上述安排已獲行管會通過，秘書
處已就立法會所面對的保安風險與警方聯絡。
另方面，政府昨日亦宣布，因應政府總部及鄰近範
圍的保安評估，以及警方維持公眾秩序的措施，東翼
前地昨日下午 6 時起暫時關閉，直至另行通知。在東
翼前地暫時關閉期間，連接立法會大樓及東翼前地的
行人通道將會暫時關閉，公眾人士可取道添馬公園，
或使用連接夏道及添美道高架行人道的升降機或扶
手電梯前往立法會大樓。政府總部東翼地下的公眾入
口及記者入口亦會暫停使用，公眾人士和持有有效政
府總部記者證的記者可在這段期間使用政府總部東翼

▲立法會秘書處宣布封閉示威區，並由警方人員駐
守加強戒備。
記者 馮俊文攝
▲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立法會今日恢復二
讀辯論修訂《逃犯條例》草案。因應過去周日及周一曾
出現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暴力行為，立法會公布，示威區
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即日起暫時關閉，直至另行通知。
警方昨午召開記者會，指暫時接獲 5 個不同團體申請在
立法會及政府總部外集會，已向其中 1 個團體發出不反
對通知書，呼籲所有參與集會的市民應聽從指示。就近
日網上有人呼籲市民到添馬公園 「
野餐」，甚至有自稱
「
戰術群組」公開討論如何對付警方精銳的 「
速龍」戰
術小組，警方重申如果有人刻意破壞社會安寧及作出違
法行為，定會果斷執法，絕不姑息。

有群組公開討論對付警方精銳的速龍小組。
網上截圖

2 樓的入口。
警方港島總區高級警司（行動）吳樂俊及警察公共
關係科高級警司（媒體聯絡及傳訊）江永祥昨午召開
記者會指出，截至下午 3 時，暫時收到 5 個團體申請
在立法會及政府總部一帶集會，暫時只向香港基督徒
社關團契集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立會午夜發黃警 警方候命
最新消息，立法會在午夜 12 時起發出黃色警示，要
求警方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候命。據秘書處公布，黃色
警示意味在圓鼓範圍及/或立法會綜合大樓附近有
大量示威者集結，當中有部分人行為粗暴，示威者之
間極有可能發生衝突。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所有人
士，包括但不限於立法會議員、議員的訪客、議員的

教聯會轟發動罷課罷考
【香港商報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教聯會)和香港高等教育評議會(高教評)
昨日發出聲明，強烈反對有團體發動學
界進行反修例罷課罷考。教聯會重申，
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反對發動學
界罷課罷考；高教評呼籲教育界的同
工、同學、家長要保持冷靜及謹守崗
位，不要受激進政團別有用心的政治煽
動影響。
教聯會認為，有組織鼓勵未成年學生
採取罷課以表達政治訴求，不僅嚴重干
擾校園正常教學秩序，亦影響學生學習
及升學進度，甚至危害人身安全，是極
不道德的可恥行為。教聯會呼籲全港教
師以下一代成長為重，發揮專業精神，
謹守崗位，冷靜應對政治衝擊，理性表

認為審議草案時間合適

警指有人網上教製造汽油彈
江永祥表示，留意到近日有人在網上號召，呼籲市
民帶同煙霧粉及石膏粉等參與集會，意圖製造混亂，
誣衊警方施放催淚煙，更有人在網上教人製造汽油彈
及其他致命武器，企圖藉此製造混亂。他強調，警方
會以適當武力制止，並會果斷執法。
他透露，周日（9 日）遊行結束後，在金鐘一帶短
短 1 小時內發生 3 宗縱火案，警方相信兩者有關連。
此外，警方前日亦在西九龍拘捕 1 名男子，涉嫌藏有
攻擊性武器，搜出自製的防暴盾和摺刀，警方會繼續
調查事件。

達政治訴求。

教評會發聲明譴責煽動
教育評議會執委會深夜就《逃犯條例》
修訂爭議發表簡要聲明，強烈譴責任何個
人及團體、以煽動或暴力方法，藉此干
預、衝擊立法會運作。聲明重申，教師應
堅守教學崗位，學生應專注學習，不應藉
個人對條例的喜惡，進行罷工罷課，擾
亂學校正常的秩序與學習。
聲明籲請校董會、校長、教師，家長
們應以保護學生安全及為最重要考慮，
拒絕肆意要求罷課及罷考而不上課的要
求，若容許不上課的學生，前往預見有
暴力危險出現的地點，更屬失責行為，
並為後果負上責任。

范太批發動三罷不負責任

據大會規程，立法會大會今早在完成 6 位立法會議
員口頭質詢後，即恢復二讀辯論《逃犯條例》修訂。
主席梁君彥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已預留 66 個小時、
共 2 個會議處理審議草案，當中 61 個小時進行審議、
5 個小時進行質詢。會議分別在今日至周五、下周一

至周四進行，預計最快可於下周四進行表決。
他詳細解釋該 66 小時如何計算： 「星期三、四是
17.5 小時；星期五開 4 小時，即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星期一上午 9 時至晚上 8 時；星期二上午 9 時至晚上 8
時；這是第一個星期。第二個星期就是星期三、四兩
日，合共 66 小時。」
他又指，審議時間參考了去年《一地兩檢》草案的

他又說，由即日起會將立法會的示威區暫示封閉，
並會要求警方在示威區及圓鼓底其他範圍候命和巡
邏，以處理突發事件。行管會已授權秘書處就立法會
所面對的保安風險與警方聯絡。另外，由於立法會大
樓日前受到很多激進示威人士衝擊，當中有人更帶有
不少攻擊性武器；加上有議員表示憂慮，故決定將今
日上午 11 時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改期。
在梁君彥回應記者提問期間，多名反對派議員，包
括區諾軒、朱凱迪、范國威等人竟企圖衝前包圍主
席。梁君彥試圖離開，但仍被對方包圍。最終需要中
斷記者會，由保安人員保護離開，並無回答傳媒的環
節。

職員、公職人員、立法會秘書處職員及媒體代表，均
須接受安檢程序。黃色警示後，現場大批警員一字排
開，在添馬公園近立法會戒備，現場形勢繃緊。
另外，警方昨晚開始在金鐘站大規模布防，期間警
員在站內向市民搜身，檢查有無違禁品。
民陣昨晚發出呼籲，今日開始包圍立法會直至下周
四；並呼籲全港下星期一罷工、罷課和罷市，反對修
訂《逃犯條例》。

教局批鼓動者極不負責任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
在反對派鼓動下，民間醞釀今日罷
課、罷工，要求撤回修訂《逃犯條
例》。教育局批評有關做法是極不負
責任，強調當局不能對呼籲學生罷課
的事不聞不問，需要確保學生的學習
不受影響；對有社工組織號召罷工，
社署亦呼籲社福業界應繼續發揮專業
精神，謹守崗位。
就有多間中學的學生擬罷課，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昨午會見各校長會、學
校議會及主要辦學團體代表，了解學
校情況，並就學校的準備交流意見，
希望減少事件對學校正常運作的影
響。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說，留意到有

團體呼籲老師和學生罷課，局方反對
罷課，學與教應為老師優先考慮，要
表達立場亦不應影響學校正常運作。
她又呼籲同學，無論有什麼意見，都
要注意人身安全，用合法渠道表達意
見。

社署籲社福界發揮專業
另一方面，中學校長會發表聲明，
不贊成師生以罷課表達修訂《逃犯條
例》的訴求，同時深盼政府廣泛聆聽
民意，避免社會對立惡化。
社會福利署發言人呼籲，社福業界
在表達意見的同時，應繼續發揮專業
精神，任何行動以不影響服務及市民
利益為依歸。

范太不諱言，現時草案直上立法會大會是被迫
的。她贊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預留 66 小時審議草案
的做法，因為若果沒有時間限制，有可能演變為無
窮無盡的討論。不過，她擔心審議草案時會出現反
對派投擲東西、衝向主席台等暴力情況，阻礙了會
議進行。她認為 60 多小時的審議，可以給予議員足
夠的時間討論。她提醒道： 「只要少罵人，就可以
講合邏輯的辯論。」她期望梁君彥可以順暢地主持
會議。
對於反對派發動包圍立法會、罷工、罷市、罷
課，范太絕不認同。她說，罷工、罷市的人其實只
會影響到自己，因為會失去當天的收入；罷市會對
部分市民造成不便，但市民可以選擇其他商店取
代。她批評發動罷課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尤其是如
果教師都參與其中，會令學生失去學習的機會，違
反為人師表的責任。
范太又說，6 月 10 日凌晨預演包圍立法會的行動
十分暴力、殘忍。當天有示威者攻擊已受傷的警
察，擔心今天會有人帶同更具攻擊性物品到現場，
再不希望有衝突發生。她又認為，本港警隊已是十
分容忍，如果類似情況在外國如美國發生，當地警
員可能已經開槍。

鄺保羅勸青年
不應以身試法
【香港商報訊】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就《逃
犯條例》引發社會爭議發表牧函，表示理解香港特
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原意，是為了填補法律
漏洞。他呼籲各界無論是反對或贊成修例，在此時
此刻，都應平心靜氣、放緩步伐、理性思考，討論
如何解決爭議，避免社會陷入混亂。
鄺保羅希望社會各界人士，以合法的方式表達訴
求，尤其是青年人，更不應以身試法，以違法手段
表達立場： 「令你自己、愛你的人、你所愛的人以
及社會帶來傷害。」他又呼籲所有基督徒，要為香
港社會的安定與福祉懇切禱告，祈求爭議圓滿解
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