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昭

曾鈺成果斷斬拉布大快人心 單非困境要照顧

社 評 井水集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凌晨四時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賦予的
權力，宣布有關議員 「出缺安排」 條例
草案的議員發言已經足夠，辯論到此結
束。主席一槌定音，黃毓民等被打個措
手不及，「拉布」鬧劇不得不狼狽收場！

有關決定，大快人心。與會的三十
多位建制派議員對此首先大表歡迎，他
們為維護議會尊嚴和有效運作，連同昨
日開 「通頂」 已奮戰了三十多個小時，
終於憑着團結意志和毅力感動了 「上帝
」 ，在議員黃宜弘援引外國議會例子後
，曾鈺成當機立斷、從善如流，宣布發
言終止，建制派議員無不熱烈鼓掌支持
，也大大吁了一口氣。特區政制事務局
長譚志源在會議結束後也首先表示，政
府完全尊重曾鈺成主席的裁決，也感謝
三十多位度過 「漫漫長夜」 的議員。

曾鈺成終止 「拉布」 的決定，在廣
大市民中同樣得到歡迎和好評。一些市
民還說，主席早就該這樣做了， 「拉布
」 不知所謂，日日浪費納稅人公帑一百
萬，真是 「敗家」 。

然而，被主席裁決及建制派力量打
昏了頭的黃毓民及反對派一夥，對 「拉

布」 鬧劇的以失敗告終，不僅不知羞恥
，還倒打一耙，把矛頭指向其他人。其
中，黃毓民竟稱，曾鈺成中止 「拉布」
的決定，是在 「西環」 和 「共產黨」 壓
力下作出的。

此一說法，實屬無中生有，血口噴
人。事實是， 「拉布」 濫用程序、浪費
公帑、阻撓施政，在建制派議員中早已
引起強烈不滿，社會上更是一片罵聲。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主席的曾鈺成，如
果不及時作出果斷、必要的決定，任由
「拉布」 沒完沒了的拉下去，勢必會引

來建制派議員的強烈不滿以及民意的指
責，說他頇顢無能、不負責任。

因此，如果要說有壓力，那就是來
自正義議員和市民的壓力，來自不滿
「拉布」 、要求議員攞人工就要辦實事

的公眾輿情壓力，來自政府重大施政不
容延誤經濟民生不容損害的壓力，這些
壓力，的確把曾鈺成主席 「打動」 了、
把 「拉布」 壓下去了，但與 「西環」 、
與 「共產黨」 ，半點關係也沒有！

同樣荒謬的是，「長毛」梁國雄在事
敗後馬上入稟高等法院，要求司法覆核
，對曾鈺成的決定發「禁制令」，企圖令

「拉布」復活，而為其出頭的「大狀」李柱
銘亦指曾鈺成 「錯誤理解」 有關條文。

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清楚言
明： 「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
的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
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如立法會主席認為
適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
序處理。」

按照 「議事規則」 ，議員辯論發言
「可以不限一次」 ，但 「最多」 是多少

次，條文卻沒有明文規定，如此自然就
是屬於 「由主席決定」 的範疇了，又何
「理解錯誤」 之有？

更有甚者，立法會主席的憲制權力
依據來自基本法，而基本法第七十二條
列出主席六大職權為：主持會議、決定
議程、決定開會時間、召開特別會議、
召開緊急會議及立法會議事規則內所規
定的其他職權；那麼，在已經經過三十
三小時的冗長發言、而發言內容又盡屬
什麼 「津巴布韋」 、 「睾丸癌」 等廢話
的情況下，曾鈺成宣布中止發言，不正
是其主持會議、決定議程的職權所在嗎
？如此又有什麼可非議的？看來， 「錯
誤理解」 的只是李柱銘 「大狀」 吧了。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前往沙
田威爾斯醫院探訪，特別向婦產科的
醫護人員表示慰問和打氣，因為他們
為照顧本地孕婦以及之前處理大批內
地孕婦，工作壓力是非常大的。

梁振英在探訪中就了解到，以威
院來說，目前初生嬰兒病床的壓力是
百分之一百三十的超負荷，產房有時
也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超負荷，問題
確實不容忽視。

目前，內地 「雙非」 孕婦從二○
一三年起，公營醫院已經決定是 「零
配額」 ，但還有一個 「單非」 問題，
尚待解決。對此，梁振英昨日並沒有
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他表示，要待
二○一三年 「雙非」 公營醫院 「零配
額」 的新政策實施一段日子後，看看
實際情況如何，再作決定。

梁振英此一想法，無可厚非，確
實 「雙非」 「零配額」 之後，公營醫
院的壓力是否得以顯著減輕，是否還
可以有 「餘力」 接收 「單非」 孕婦，
又或者接收 「單非」 的私營醫院經營
如何，一切一切，的確都還存在變數
，目前難以下定論。

但是，問題的另一方面是現在距
離二○一三年 「零配額」 還有一段不
太短的時間，這段時間內， 「單非」
孕婦很可能出現 「兩頭唔到岸」 的情
況，公營醫院進不到，私營醫院的高
昂收費又無法負擔，如此也的確教
「單非」 孕婦和她們的 「香港老公」

擔憂以至感到不公平。
事實是， 「單非」 固然也有一

「非」 ，但也不是一 「非」 到底的，
因為 「單非」 媽媽依法可以申請來港
和丈夫、子女團聚，到時成為港人一
分子，也就不再 「非」 了。

那麼，對這些有港人丈夫、港人
子女的 「單非」 孕婦，完全等同 「雙
非」 般，拒諸公營醫院門外，於法、
理、情三方面，似都有可資商榷之處
。比如， 「單非」 目前還只是 「準港
人」 ，那麼，公營醫院是不是可以用
高於本地孕婦的收費接收她們呢？她
們的丈夫是港人，也是納稅人，為何
他們的妻兒連享用本地公營醫院的部
分權利也沒有呢？

拉布四丑不服輸
圖入稟挑戰裁決

譚志源盼議會回復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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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鄧湄報道：自由黨
主席劉健儀昨日在絕食抗議 「拉布」期
間感到身體不適，需由他人攙扶離開立
法會到醫院檢查。劉健儀檢查完畢返回
立法會時表示，絕食行動絕對有價值，
相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聽到該黨的訴
求，並暫停拉布戰延續。

劉健儀昨日在絕食約三十小時後，
開始感到胃痛、手震和頭暈，並在議會
工作人員攙扶下離開議會，到辦公室休
息。休息半小時後，她在黨友東區區議
員邵家輝的陪同下，到醫院接受檢查。

上血壓最高時超過二百一十的劉健儀完
成檢查後返回立法會，她說： 「醫生說
身體不適主因是睡眠不足，而且血壓已
非常高，如果再高多一點的話，便有中
風的可能。不過我仍會堅持絕食到下午
六時，因為這是我的承諾。」

劉健儀在下午六時與一眾黨友結束
絕食行動，並進行捲布的儀式，寓意
「捲走議會霸權，恢復議會秩序」。此

外，劉健儀與黨員得到副主席周梁淑怡
到場打氣，以及送上有補血功效的水果
車厘子和具明目功效的龍眼。

【本報訊】記者鄧湄報道：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表示，立法會在審議議席
出缺安排草案後，可盡快回復處理已積壓兩星
期的議案，讓議會回復應有的審議時間表。他
強調，相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主持會議時公平
公正，而政府亦沒有向其施壓。

立法會昨日由主席曾鈺成按議事規則三十
九條，叫停反對派多天的拉布戰。譚志源於中
午後會見記者時表示，預計立法會議席出缺安
排草案的表決程序仍需進行二至三日，但 「這
是一份盼望，做人一定永遠要有盼望才可以堅
忍」。他希望立法會之後便可繼續處理過去兩
星期積壓的議案，讓政府及議會工作回復到應
有的時間表。

對於曾鈺成的裁決，譚志源表示，雖然局
方不適合就有關裁決作評論，但會尊重主席的
決定，和配合立法會的工作。譚志源又強調相

信曾鈺成並沒有在判決時受到任何壓力，只是
公平、公正地主持會議，同時相信曾鈺成會依
照議事規則賦予的責任，去控制會議暢順地進
行。

被問到今次是否政府勝了一仗，譚志源指
出，不會用贏或輸形容今次結果。作為政府官
員，最重要是按政府和行政會議的政策行事，
在修改法例方面，政府還需盡力尋求議員的支
持，因此最終結果還是在立法會一眾議員的手
上。

此外，譚志源感謝各堅守崗位的建制派議
員 「捱更抵夜」，令會議能在有足夠法定人數
的情況下進行。另外，對於政府為確保不再流
會，派出四十名負責點算人數，並二十四小時
駐守在議會內外的全程監察小組成員，譚志
源笑說， 「希望稍後可以請同事們享用一些
較好的食物，不過政府是不能夠太奢華的。」

抗拉布感不適
劉健儀絕食踐諾撐到底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一千多
項修訂，一千多次響鐘，一千多次表
決，一千多次舉手投票。這場 「拉布

」鬧劇，在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果斷裁決下，終於有望結束
，但一眾無辜坐困愁城的議員還要多 「罰坐」數日，以逐一
表決一大堆無聊的修訂。三十多位建制派議員昨晚通宵堅守
會議廳崗位，防止再次流會，以免其他民生議程像 「火燒連
環船」被拖垮。

反對派議員昨日馬拉松式通宵接力發表的內容完全空洞
無物，重複又重複，曾主席曾多次作出警告，但他們依然我
行我素。三十多名建制派議員被迫留守會議廳，部分人因體
力不支而需要中途返回辦公室休息。凌晨一時多，社民連
「長毛」等人忽然要求主席點算人數，此時立法會的 「催魂

鐘」又再響起，叮噹叮噹，叮噹叮噹……
有議員本來想小睡片刻，一聽到鐘聲，急急腳跑回議事

廳，建制派議員連日應付拉布已身心疲備，但為了議會及正
常運作和廣大市民福祉，仍然打起精神，應付一場又一場挑
戰。特首辦、新聞處、秘書處出動了一批同事二十四小時坐
鎮，全天候 「幫眼」，防止響鐘時不夠人數而再出現流會。

年屆七十多歲的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本來不打算參與通宵
開會，但卻成為建制派的 「秘密武器」，全日留守在立法會
大樓休息，準備隨時候命。看 「發叔」帶着疲乏的身軀走入
會議廳，實在令人感動。

最令人敬佩的是剛巧昨天 「牛一」的曾主席，他坐足十
幾個小時，要全程集中精神聆聽班 「搞事」議員廢話連篇，
絕對是一場鬥智鬥力的耐力賽。反對派議員惡作劇地祝願他
「年年有今日」，非常可惡！

建制派議員精神可嘉
戴正言

逾七成市民促停止拉布
【本報訊】反對派以 「拉布」阻議出缺安排草案通過，

企圖癱瘓立法會，釀成兩度流會，令多項關乎民生的重要議
案被一再拖延。香港研究協會最新民調結果顯示，逾七成受
訪者希望議員的拉布行動盡快結束，六成七受訪者不接受
拉布，另有五成九受訪者因拉布而對立法會議員的印象變
差。

拉布戰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十一至
十五日展開全港性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了逾一千三
百名十八歲或以上市民，以了解市民對立法會議員 「拉布」
行為的意見。結果顯示，七成一受訪者希望拉布盡快結束，
希望繼續進行的僅佔兩成一。對於拉布行為，六成七受訪者
不接受，表示接受的僅有兩成六，另有百分之七的人 「無意
見」。至於不接受拉布的原因，最多的是拉布 「影響政府及
議會運作」，其次是 「浪費公帑」，再次是提出的 「修訂及
發言沒有意義」。

調查又顯示，五成九市民因該事件而對議員 「印象變差
」，表示 「差不多」的佔兩成一，而表示 「變好」的只佔一
成四，反映拉布行為已給立法會議員的形象帶來負面影響。
對有意見指希望透過修訂《議事規則》，以避免拉布行為再
次出現，五成九的受訪者對此 「非常認同」及 「頗認同」。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調查結果顯示市民普遍不接
受拉布行為，並希望拉布行為盡快結束，以免影響政府及議
會運作。該會呼籲有關的立法會議員，尊重市民意見，以社
會整體利益為重，停止不必要的政治爭拗；該會亦促請各立
會議員，切實履行議員的責任，確保議會順利運作，為市民
生活謀求最大的福祉，以重建議員及議會在市民心目中的形
象。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終止拉布，反對派 「四丑」 仍未心息，立法會昨日暫停會議後，
社民連梁國雄（長毛）隨即到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要求推翻曾鈺成的裁決。拉布主謀
陳偉業則聲稱或就曾鈺成的裁決提司法覆核。另一邊廂，民主黨、公民黨及工黨等在拒
絕參與拉布後，又揚言會考慮就有關裁決向曾鈺成提不信任動議，反映反對派各有盤算
，各懷鬼胎。

本報記者 戴正言

▲譚志源相
信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主
持會議時公
平公正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劉健儀絕食期間感不適，需由兩職員攙扶離開立法會到醫院作檢查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梁國雄（圖）入稟高院申請禁制令，要求推翻
曾鈺成裁決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建制派議員同心協力抗拉布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經過三十多小時會議後，反對派 「四丑」仍未玩
夠。曾鈺成昨日以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終止人民力量
黃毓民及陳偉業繼續就一千三百多項修訂辯論後，長
毛疑要 「玩完議會，再玩法庭」，於立法會會議結束
後隨即到高等法院提出禁制令，要求推翻曾鈺成的裁
決。長毛稱，基本法並沒有予主席權力，終止議員在
立法過程中辯論的權利。法庭將於今日作出審議，並
已通知立法會秘書處、曾鈺成及律政司三方可派代表
到庭。

立會會議期間， 「四丑」之一的鄭家富則與黃毓
民及陳偉業輪流指稱，曾鈺成的判決剝奪其冗長的玩
拉布發言，違反了議事傳統，會向曾鈺成提不信任動
議。而陳偉業更聲稱會與律師研究，提出司法覆核。

另一邊廂，民主黨及公民黨近日頻頻玩失蹤，昨
日又異口同聲稱 「四丑」沒有找他們商量拉布之事。
會議期間，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繼續 「唔見人」，只派
出該黨的黨團召集人李華明會見記者，說會 「貫徹始
終」玩杯葛。

當被問及不參與拉布是否受到民意影響，李華明
則前言不對後語，自爆民主黨有就拉布進行民意調查

，但又死撐稱市民對拉布持不同意見。在記者追問下
，他表示，大部分市民都反對拉布。至於拉布幫兇兩
次提休會動議待續議案的公民黨昨日竟仍稱，沒有參
與拉布，該黨的吳靄儀更稱，他們只是按程序提有需
要的休會待續議案。

對於工程界議員何鍾泰動議把記名表決時間，由
五分鐘縮短到一分鐘，民主黨與公民黨不但無一成員
到會議廳提出反對，齊齊 「卸膊」稱， 「walk out
了（離開了議會）就不會再walk in（步入議會）」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張國柱稱 「主角（玩拉布四
丑）都唔緊張，旁邊的人緊張什麼，費事無端端被人
踢走啦，你估未試過咩……」

另外，社民連梁國雄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就
曾鈺成終止辯論申請司法覆核，法庭押後至今日審議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說，現階段不便評論，如果高院
推翻梁國雄的申請，他也有機會上訴至終院，有關裁
決結果影響深遠及有一定的指標性，關乎日後議員是
否有權就任何議題作拉布。如果梁國雄勝訴，政府應
該代為提出上訴，否則日後所有民生議案，也有可能
被無休止的拖垮，影響立法會正常運作。

▲市民不滿反對派拉布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