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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停擺立會停擺 香港癱瘓香港癱瘓

拉布風不可長拉布風不可長

【本報訊】立法會 「拉布」戰仍然
陷入僵局，建制派醞釀通宵開會反擊，
現在只差關鍵少數就成功。人民力量要
求其他反對派議員聲援拉布，惟未得到
民主黨和公民黨支持。公民黨則使出陰
招，打算再提休會待續議案，企圖無了
期拖延議席出缺條例草案通過。政府批
評，重提休會待續是進一步浪費時間，
立法會秘書處證實主席曾鈺成收到公民
黨的口頭查詢，但未有明確表示會否批
准有關申請。

負責協調建制派議員出席會議的民
建聯葉國謙昨日表示，現時有接近三十
名建制派議員支持通宵開會，以對抗拉
布戰，估計今日可以確定最終人數。問
及有多大機會需要通宵開會時，他說：
「好大機會，還差幾位未清楚答覆。」

葉國謙又說，議員在深宵一般無活
動，相信比較容易騰出時間。但鄉議局
主席劉皇發接受查詢時表示，自己年紀
大，不贊成通宵開會，最多只能由早上
九時捱到晚上十一時。

公民黨「炒冷飯」圖再提休會
另一邊廂，人力 「雙丑」堅持拉布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就揚言，將於星期
三大會上，再就議席出缺條例草案提出
休會待續，更聲稱已得到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批准。不過，立法會秘書處回覆查
詢時表示，主席曾鈺成只是收到梁家傑
的口頭查詢，如果有新的情況出現，而
辯論不會重複較早前公民黨議員余若薇
提出的休會待續辯論內容，才會考慮批
准有關申請。

對於公民黨打算再提休會待續，以
及有個別反對派議員加入拉布行列，葉
國謙表示，強烈反對休會待續，認為反
對派可以參與討論及表決，若純粹因拉
布而發言，市民不會接受，是浪費公帑。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
， 「撤回」的建議應交由拉布的立法會
議員考慮，而非由政府撤回大部分市民
同意、並獲二讀通過的修訂案，希望拉
布的議員自行釐定何謂公眾利益。

譚志源認為，公民黨余若薇提出的
休會待續建議已被否決，不見得建議對
事情有何幫助，甚至可能進一步浪費議
會的時間。他強調，政府的立場清楚，
希望立法會繼續審議修訂案，期望本周
可以通過。

對於建制派議員計劃通宵開會，譚
志源笑稱，自己在大學開宿生會會議時
，都要經常通宵開會，但已是三十年前
的事，未來數日要多做運動作準備。不
過，他指最重要是議員的身體可支持，
希望他們未來兩日多飲湯水，增強體力
，而政府的全程監察小組會增援作通宵
輪替，相信大家會看到新面孔。他又表
示，小組有二十多位組員，希望未來數
日增強一倍，局方會尋找一些年輕力壯
、剛大學畢業並習慣通宵的年輕人加入
監察工作。

「拉布」問題引發全社會關注，梁振英
連續幾日就此發表意見，他昨日指出，今年
七月立法會停止運作，十月新的立法會才上
場，在四、五個月的時間裡，如果立法會停
擺（停止運作），對整個香港社會的影響，
代價實在太大， 「今次在這個問題上搞拉布
，令人想起以後在其他立法會的議題方面，
也可以有極少數的議員搞拉布，這樣的話，
整個香港就癱瘓了。」

他認為，對 「拉布」行為一定要防微杜
漸： 「因為我們很難祈求一些議案或者動議
在立法會中，六十個議員都支持。如果有五
十七個議員支持，三個反對，三個反對的議
員就可以用拉布的做法（阻撓），我覺得此
風不可長。」至於是否會要求現屆政府收回
議員出缺安排草案，梁振英重申，上任之前
，現屆政府的做法，他不會干預，更加不應
該公開評論。

立會應急市民所急
梁振英近日不斷落區，聽到很多市民都

不認同 「拉布」的做法： 「過去我一兩個禮
拜落區見到的市民，都認為立法會應該急市
民所急，應該為市民做事，不應該在立法會
裡面這樣搞政治。」他希望政府同立法會能
夠配合好，盡量滿足市民在經濟發展和就業
、房屋等民生問題上的訴求。梁振英又指出
，市民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時要想清楚投票給
誰人： 「香港市民要想清楚，什麼議員是真
正為香港做事的，當這些議員要求市民再投
他們票的時候，我相信市民要就他過去四年

的言行，以及對社會的影響，一併考慮。」
梁振英亦呼籲市民都能就 「拉布」問題

發聲。他指出，政府、立法會都是為市民服
務的，而香港發展民主，不是只是講制度，
一定要有民主的氛圍，市民一定要有主人翁
意識： 「每個香港市民都不是旁觀者，我們
是香港的主角，是香港的主人翁。所以，立
法會議員提出的拉布，市民有什麼看法，贊
成或不贊成，大家都應該發聲。」

虛耗資源令人憤慨
昨日有不少市民致電電台，透過大氣電

波發聲反對 「拉布」。馮先生直言： 「對拉
布絕對好反感，民選議員，履行市民委任你
哋的使命，一係反對，或者提反提議，甚至
不讓它通過，唔似依家搞到好似鬧劇，對社
會不好。」陳小姐亦明言好反對 「拉布」，
她指出，不可以讓部分議員以無普選為由，
對政府所有的政策和議案也要去 「拉布」，
要去癱瘓政府， 「癱瘓了政府，對窮人、對
老人家又有咩幫助？如果咁樣，係咪所有政
府的議案都要問過你，你畀唔畀我上呀，你
咪巴閉過皇帝？」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昨日亦發表聲明譴
責 「拉布」行為，指 「拉布」致使立法會再
次流會，虛耗社會資源，浪費公帑，教聯會
對此感到十分憤慨！教聯會又指，立法會議
員當中有些不但沒有盡議員本分，出席會議
、審議法案，更有人刻意發動 「拉布」，未
能急市民所急，反而阻撓政府解決市民急需
的問題，令人失望，教聯會對此提出譴責！

【本報訊】 「拉布三丑」罔顧民意，昨日繼續在電台節目
謬論連篇。人民力量的黃毓民揚言，若選民不同意他們的做法
，可以透過選舉懲罰他們。對於建制派醞釀通宵開會，黃毓民
聲稱 「奉陪到底」，但就預告自己眼疾惡化，為臨陣脫逃找好
下台階。黃的黨友陳偉業亦承認持續 「拉布」有困難，企圖獲
取其他反對派政黨支持，不過應者寥寥。

一向走激進路線的 「拉布三丑」大肆標榜自己有 「民意授
權」，黃毓民叫囂說： 「我們三個如果被認為做錯嘢，選民可
以通過選舉來懲罰我們。」陳偉業指，自己在二○一○年立法
會補選中得到十萬票，有十萬名選民授權他在議會內抗爭。而
社民連的梁國雄更狂言要批評拉布行為的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立即組黨在立法會選舉中挑戰他。梁國雄亦聲稱，會呼籲支持
前年 「變相公投」的市民，本周三在立法會外集會。

黃毓民圖借眼疾脫逃
在節目中，黃毓民揚言類似拉布還會繼續， 「我哋就係要

火燒連環船。」人民力量早前就《版權條例》修訂也提出了一
千多個修訂，針對新政府架構重組建議，他們也明言會 「玩嘢
」。黃毓民的這塊布拉得如此長，但提到要通宵開會，他雖宣
稱 「我奉陪到底，睇吓你死定我死！」但同時又指自己眼部手
術後沒有休息，眼疾惡化，隨時會再入院。

既然黃毓民已提前攞定 「病假紙」，他的 「火燒連環船」
之計唯有交給黨友陳偉業去實施。鄭家富已表明加入拉布戰，
陳偉業指，他已經聯絡工黨主席李卓人，希望他也可協助應對
通宵開會。他又試圖鼓動更多反對派加入拉布，稱反對派可維
持杯葛會議，但輪流派人接力發言，令議會內只維持兩至三名
反對派議員，而他們會繼續響鐘點人數。不
過，反對派兩大政黨民主黨、公民黨和工黨

都怕在選舉年搭上
人民力量的沉船，
無意加入拉布，但
公民黨故作姿態，
妄圖再提休會待續
動議。看來黃毓民
的 「火燒連環船」
分分鐘只是引火自
焚。

【本報訊】反對派近期多次製造立
法會流會，市民不滿不出席會議的反對
派議員及 「搞事三丑」 ，香港研究協會
一項調查發現，受流會事件影響，以反
對派為主的六成直選議員評分均錄得下
降。相反，堅持留守議會廳的大多數建
制派議員評分則錄得升幅。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四日至九日進
行了一項全港性隨機調查，成功訪問超
過一千三百名十八歲以上市民，受訪者
就各區立法會直選議員最近兩個月的表
現進行評分。以六分為最高分，一分為

最低。
調查發現，人民力量的黃毓民下降

零點零三分至一點九一分。社民連的
「長毛」 梁國雄位居榜尾得兩點三五分
。人民力量的陳偉業則下降零點零六分
至零點三分。

調查發現，逾六成直選議員評分錄
得下跌，當中以反對派議員為主，建制
派議員的評分普遍上升。香港研究協會
負責人指出，評分結果相信與最近大部
分泛民議員缺席立法會會議導致流會的
做法，得不到市民認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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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個別議員聯手在立法會 「拉布」 對抗議員出缺
安排草案，致使立法會兩度流會，令市民極度反感。候任行政
長官梁振英昨日致電電台節目表示， 「拉布」 長此下去會令整
個香港癱瘓，直指 「此風不可長」 ！梁振英呼籲市民就 「拉布
」 發表意見，九月立法會選舉時，考慮議員的言行及對社會的
影響，以決定投票取向。

特稿

反對派怕搭沉船
拒陪玩拉布

玩流會不得人心
反對派民望插水

▲ 「拉布三丑」 大肆標榜自己有 「民意授權」 ，黃毓民（中）更叫囂：選民可以通過選
舉來懲罰我們。圖左為梁國雄，右為陳偉業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

梁振英昨日致電電
台節目表示，拉布長
此下去會令立會停擺
、整個香港癱瘓，強
調此風不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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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對拉
布表示反感
，炮轟反對
派搞到好似
鬧劇，虛耗
社會資源，
浪費公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