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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否決彈劾案立會否決彈劾案
反對派陰謀破滅反對派陰謀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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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73（9
）條訂明，啟動彈
劾機制，首先要有
立法會四分之一的議
員聯合動議，指控行
政長官 「有嚴重違法
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
」，動議須經立法會
（分組點票）通過，然
後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組成調查委員會，就
動議所載列的指控進行
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
報告。如果委員會認為
有足夠證據構成議案所提

的指控，則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
分之二人才可通過彈劾案，最後報請中央
決定。

如果成功啟動彈劾，司法機關將會介
入調查，整個特區政府的運作和整個特區
的管治都會受到影響，所以基本法下的彈
劾機制程序十分嚴格，必須要有廣泛的社
會共識支持。而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傳媒報
道其山頂大宅有僭建物後，一直本開誠
布公的態度從嚴處理，就事件一再作出交
代、解釋和道歉，並接受市民大眾和社會
輿論的批評。大部分市民都認為梁振英在
事件中只是無心之失，並不涉及誠信問題
，更與 「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絲毫扯不
上關係。

【本報訊】反對派在立法會內動
議啟動彈劾特首梁振英的程序，而市
民則在立法會門外對梁振英表達支持
。昨日一早，一行數十名市民到場示
威，認為反對派提出彈劾議案，目的
是分化香港社會。示威期間，有反對
派人士亦在同一地方示威，又挑釁支
持特首人士，兩邊陣營一度透過揚聲
器互相指責。

愛港之聲約30名成員，昨日十時
趁立法會開會前，手持 「撐政府」、
「政府施德政、奸黨拖後腿」等橫額

到場請願，以示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維護香港穩定。他們宣讀聲明，認為
香港市民希望立法會議員以理性、講
道理的態度監察政府施政，絕非如現
在 「極荒謬地以嘩眾取寵、無理取鬧
、無限上綱、誣衊抹黑特區政府官員
」，癱瘓政府運作，令香港陷入混亂
不堪局面。成員最後將請願信交給立
法會秘書處代表。

同場有另一班反對派到場示威，
秘書處架起鐵馬，將不同意見的團體
分隔在通道兩邊，有多名保安在場維
持秩序。民主黨及街工代表高叫梁振
英下台口號，認為梁振英誠信破產，
又質疑支持梁振英的團體出錢安排示

威代表，大聲叫罵： 「你們今天收了
多少錢」。愛港之聲成員不滿其指責
，雙方透過揚聲器互相叫罵，有示威
者更一度衝出示威區，經保安員調停
才返回所屬示威區。

愛港之聲成員表示，僭建是一個
瑕疵，但市民應用人唯才，特首有能
力便應支持他。另有成員認為，反對
派 「街」的示威方式癱瘓交通，破
壞香港形象。他們又批評反對的示威
人數少，不能代表大部分市民意見，
認為反對派提出彈劾議案，目的是分

化 香 港
社 會 ，
要求議員否
決彈劾議案，不要為反而
反。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
、黃碧雲及單仲偕則
一早到場聲援反對派
。劉慧卿聲言，即
使今次彈劾議案未
能通過，反對派在
其他場合都會跟進。

彈
劾
動
議
投
票
結
果

彈
劾
動
議
投
票
結
果

彈
劾
動
議
投
票
結
果

▲▲立法會昨日否決由反對派動議的彈劾行政長官議案立法會昨日否決由反對派動議的彈劾行政長官議案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愛港之聲愛港之聲3030名成員趁立法會開會前名成員趁立法會開會前，，手持橫額支持政府手持橫額支持政府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愛港之聲成員將請願信交予立法會秘書處代
表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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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名反對派議員，在政府公布施政報告前
一星期，在立法會提出香港回歸以來首次彈劾
行政長官的動議。經過約八小時的辯論，有關
動議在功能界別以9票贊成、23票反對，地區
直選18票贊成、14票反對，未能通過分組點票
而被否決。

事實上，去年12月12日及19日，立法會已
分別對行政長官不信任動議及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有關僭建事件的動議
進行辯論，經過共11小時的辯論後，兩個議案
最終亦被否決。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在會上重申，行政
長官梁振英已就社會表達的關注作出積極、認
真及負責任的回應，啟動彈劾程序是極為嚴重
的事，相信之前的表決結果已反映民意並符合
社會整體利益，再動議這個議案並無必要。

林鄭：市民冀停止內耗
距離梁振英發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不足

一星期，林鄭月娥強調，市民期望各方停止政
治內耗，社會上已有很多聲音，認為政府及立
法會不應再耗費議事堂的寶貴時間在這個議題
上作討論，應重新集中精神處理政策事宜及民
生課題，如貧窮、房屋、人口老化、環境等方
面的問題。

林鄭月娥在聽取議員發言後作出總結發言
時表示，行政長官梁振英以及其問責團隊服務
市民、社會的心毋庸置疑，希望這是同類議題
最後一次在立法會中辯論，呼籲議員不要支持
有關動議。

民建聯、經民聯、新民黨、自由黨等都表
明反對彈劾動議，直斥反對派不斷增加社會內
耗、拖慢政府施政的惡劣行徑，因僭建事件而
指責梁振英嚴重違法和瀆職，是風馬牛不相及。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出，彈劾條文只是原
則性指導，實際安排要交由議事規則委員會和
行政機關討論，但委員會和政府一直未有共識
，是因為雙方明白條文的莊嚴性，行使時會對
香港造成衝擊和震盪，需要深入討論，「現在彈
劾是為了發動政治鬥爭，打擊梁振英的威信」。

建制派斥反對派阻施政
民建聯的蔣麗芸亦認為，梁振英的處理手

法人之常情、情有可原、合情合理。蔣麗芸表
示，立法會針對梁振英僭建事件已討論很多次
，即使在法庭都不能 「一控多審」，彈劾行政
長官並無實質理據。蔣麗芸認為，梁振英只是
無心之失，十多年前的事情難以記起，就像很
多男士都不記得結婚紀念日一樣。

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林健鋒表示，僭建事
件已困擾政府多月，亦令市民忽略了政府的政
策，社會已付出沉重代價，梁振英已作出澄清
，罪不至死。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則表示，市民期
望立法會有效監察政府施政，並非要立法會癱
瘓政府運作，在政府公布新一份施政報告前，
社會理應聚焦討論施政報告、政策措施，而非
糾纏於半年前的事件上。姚思榮又說，彈劾行
政長官是《基本法》賦予的莊嚴權利，不能輕
率啟動，除非有確鑿證據，否則是對立法會和
行政長官的不尊重，對社會的不負責任。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引述早前梁振英
出席香港電台的節目時，就施政報告回應市民
提問表示，當時並無市民提及僭建問題，而近
期多個民意調查亦顯示，受訪者認為最優先處
理的問題依次為房屋規劃、經濟、醫療、政制
、管治，可見市民最希望政府、立法會集中處
理民生問題，而非不斷消耗立法會時間和公共
資源。

新民黨的葉劉淑儀表明該黨反對彈劾動議
。她表示，彈劾要有非常確鑿的證據，證明行
政長官有很嚴重的罪行，即使有人不滿行政長
官到立法會解釋事件的表現或認為他誠信不足
，亦不足以達到彈劾行政長官的要求。

反對派提出彈劾行政長官的動議反對派提出彈劾行政長官的動議
昨被立法會否決昨被立法會否決，，建制派議員狠批反建制派議員狠批反
對派舊調重彈對派舊調重彈，，糾纏僭建事件阻政府糾纏僭建事件阻政府
施政施政，，彈劾動議欠缺理據彈劾動議欠缺理據。。政務司司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強調長林鄭月娥強調，，行政長官已就事件行政長官已就事件
作出積極作出積極、、認真及負責任的回應認真及負責任的回應，，彈彈
劾動議議案並無必要劾動議議案並無必要，，社會期望政府社會期望政府
及立法會重新集中精神處理政策事宜及立法會重新集中精神處理政策事宜
及民生課題及民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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