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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屢次在議會中搗蛋，建制派應早
作應對的準備。應對講計策，其中一條該是
「知所趨避」。

從政必須夠定力， 「小不忍則亂大謀」
。激進派的 「本錢」就是 「靠激」，他們夠
大聲，情緒得到宣泄，宣泄完， 「舒服晒」
！建制派一不小心，不夠定力，就會中計。

今次反對派力阻新政府架構重組。候任
特首辦主任羅范椒芬出席立法會多個會議，
努力介紹重組的種種，照例遭 「狂攻猛炸」
。雙方都有 「火藥味」。

宇文劍覺得，在這件事情上，建制派盡
力而為，問心無愧就夠了，不必動氣，以免
失分。如今議會會議經常有電視直播，誰對
誰錯，大白於天下。立法會三丑瘋狂 「拉布
」，主席曾鈺成讓少數派有充分發言機會，
之後引用條例阻止繼續 「拉布」。宇文劍來
個 「馬後炮」：其實，讓 「拉布」持續多一
、兩天，讓三丑醜態畢露，讓選民清楚知道
選票該投給誰更好。當時坊間已有高分貝厭
惡 「拉布」聲音，卻未至於 「厭惡至極」。
三丑是聽到的，但已 「洗濕個頭」，不得不
硬着頭皮癲下去。當時三丑中就有一句：如
果選民認為我們做得不對，會以選票趕走我
們。

如今情況，退一步說，一旦架構重組不
了也並非天塌大事，新政府仍可運作。這裡
且舉個例子，比如有個裝修工程，有個裝修
工人要做些危險動作，拍檔勸阻無效。拍檔
應告訴旁人：我已警告過他，他不理會，有
意外的話與人無尤！拍檔不必死拉着那工人

以阻止他去做危險動作，硬來的結果可能打大交，於事
無補，工人不會知錯。

同樣，正義之士勸過 「拉布」者 「拉布」要不得
。後者不聽，前者只好 「由他去死」，讓選民清楚看
到其真面目。香港如今的情況是：社會對民主是
「識啲唔識啲」。議會中兩派對陣並非一定是壞

事，可趁機讓選民受政治教育，從中了解事件
的來龍去脈。選民日漸成熟，民主社會當
會更快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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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劍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人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今日將就新政府總部架構
重組建議首次開會討論，民主黨已計劃以數
十項偏離議題的動議加提問，企圖拖慢審議
過程，更揚言會一而再地提出新動議。民建
聯直斥民主黨的做法是 「不叫拉布的拉布」
，偏離委員會討論範疇，部分動議更偏離基
本法的規定，但委員會主席吳靄儀公然包庇
民主黨，拒絕評論動議是否符合委員會討論
範疇。

吳靄儀包庇做幫兇
民主黨提出的首批動議共有二十一項，

包括削減司長、副司長及局長三成薪酬，取
消副局長職位，以及規定行政長官處理利益
衝突時，必須與公務員的指引同樣嚴格等，
動議由本身是委員會成員的張文光及黃成智
分別提出，而其他民主黨成員亦會列席會議
並提問，企圖將討論時間一拖再拖。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否認有關做法

是拉布，並聲稱民主黨反對拉布，所提出的
動議內容經過研究，無重複且有實質意義。
李永達又表示，難以預計有多少議員發言及
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完成動議，由於在委員會
提出動議無需預先知會，故民主黨正準備提
出第二批動議，預計兩批動議合共超過五十
個。

對於民主黨提出多項動議拖慢審議進度
，本身是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成員的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劉江華指出，民主黨提出的大部
分動議都在委員會範圍之外，由重組架構跳
至整個問責制的檢討問題，且部分事項早已
在其他小組委員會討論過，直斥民主黨是
「不叫拉布的拉布，拖拖拉拉最終對市民無

好處」。
劉江華舉例指出，有動議要求新任命的

問責官員要先到立法會或轄下的委員會接受
質詢，再上任，涉及問責制的設計問題，並
偏離了基本法的設定，故根本不應該在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上討論。

劉江華認為，委員會主席吳靄儀需要就
有關動議作出裁決，否決民主黨提出的動議
，讓討論重回正軌。

劉江華促重回正軌
但委員會主席吳靄儀公然包庇民主黨，

一方面承認民主黨提出的動議的確 「範圍很
大」，卻又拒絕評論相關動議是否偏離委員
會的討論範圍，企圖推卸責任做 「拉布」幫
兇。吳靄儀稱，即使主席裁決動議與會議討
論的項目相關，都要由在席議員過半數同意
才能在委員會上進行討論，故最終責任應在
委員會而非主席本身。

據了解，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今日進行
的兩小時會議難以完成所以議程，故立法會
已預留時間十一日再開會，若仍未能完成討
論，則未能在擬定日期內向財委會推薦撥款
，但議事規則內，並無規定政府不能在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未完成討論前，向財委會申
請撥款。

為拖慢審議 竟提數十項離題動議
民主黨玩拉布阻架構重組

▲ 「拉布」 浪費公帑，已引起社會各界強烈不滿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討論
下屆政府架構重組的小組委員會昨日舉行兩次
會議，討論有關政策局職權轉移問題。對於有
議員擔心，政府現時仍未訂明副司長職權，會
架空兩名司長，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強調
，設立副司長是為回應社會做好長遠發展規劃
的訴求，並無任何隱藏目的，做法合理、合憲
、合法。

有議員在委員會上質疑，設立副司長職位
是候任特首辦一廂情願，是 「虛擬權力」。羅
范椒芬回應表示，除了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外
，在競選期間另一名候選人唐英年亦有提出設

立副司長，有關建議在社會上已有不少討論，
且現時司長工作量很大，設立副司長目的是回
應社會做好香港長遠規劃的訴求，做法合理、
合憲、合法，並無隱藏目的。

律政司副法律草擬專員毛錫強則表示，雖
然現時仍等待有關新政府架構中，有關副司長
權力轉移的指示，政府會在七月一日後，才以
條例草案的方式處理，預料下一屆立法會才可
以開始審議，但在此期間，可先由司長處理副
司長工作，不會出現法律真空。毛錫強又表示
，只要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委會通
過新設職位，特首便可提請中央任命。

羅范：設副司長合理合憲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會見各公務員團體，就政府架構重組
方案交換意見，多個團體已表明支持有關方案。政府期望立法會在
本月二十日通過重組架構的決議案，但有反對派議員揚言 「拉布」
，令方案能否如期通過存在變數。

聯署聲明力陳重要性
三大公務員團體的聯合聲明列出了三大要點，第一：架構重組

方案致力加大力度振興經濟和規劃長遠策略；提升問責團隊制訂和
推銷政策的能力；強化跨局和跨部門的協調。第二，高官問責制自
二○○二年推行，還在不斷探索和優化。新一屆特首是一個有抱負
和承擔的人，他們希望市民能給新一屆政府一個穩中求變的機會。
第三：新一屆政府將於七月一日上任。為有利香港的發展和穩定，
新舊兩屆政府順利交接，及維持政府提供與市民的服務，他們呼籲
立法會盡通過相關法案。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郭志德表示，每一屆新政府上場都想
改善現有政府的架構，梁振英是一位有抱負的人，相信他提出的建
議都是為了理順施政。他擔心如果新官員未能盡快就位，時間一拖
，職位到年尾才調動就會很混亂。郭志德又表示，非常支持問責團
隊多落區和接觸市民： 「問責官員負責制定和推銷政策，公務員負
責執行，大家應該各司其職。」

不點名批評拉布議員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鍾國星說，公務員理應中立，但都希望

下屆政府能夠早日落實施政。他又不點名批評拉布的議員： 「班人
咩都拉布，咁樣係專登阻撓！重組架構遲一日都嫌長，拖來做咩？
應該畀新班子試一試，你（反對派）反對是你的事，但唔該尊重一
下公務員的看法！」他指出，一屆政府的任期時間不多，如果重組
方案延遲得太久是浪費時間，又擔心香港遲早被邊緣化，毫無好處
： 「贏了政治，輸掉香港，節外生枝根本無意思。」

政府人員協會主席孫名峯則指出，公務員團體有穩定社會的作
用，但時代轉變，公務員要忙於應付市民不斷提升的要求，所以他
認同梁振英提出政治任命官員應該多落區，多與市民溝通，而公務
員就可以專注執行決策。他又指，未來五年公務員有退休潮，出現
斷層問題，建議新政府多吸納人才加入公務員團隊。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政府人員協會、香港公務
員總工會昨日聯署發表聲明，力陳新政府架構重組方
案的重要性。為了有利香港的發展和穩定，新舊兩屆
政府順利交接，及維持政府提供給市民的服務，他們
呼籲立會盡快通過相關法案。有公務員促請企圖拉布
的反對派勿節外生枝，應給予新政府一個機會落實政
綱，讓問責官員和公務員盡快磨合，做好分工， 「架
構重組遲一日也嫌長！」

本報記者 宋佩瑜

▲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前左）昨強調，設立副司長是為回應社會做好長遠發展規劃
的訴求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本報訊】候任特首梁振英透過代表律師向高等法院申
請更改選舉開支申報表上的錯漏。高院已安排本月二十二日
開庭處理。

入稟狀指出，梁振英於四月二十四日提交的選舉申報書
、選舉開支及選舉捐款聲明內有錯誤地方，有一時大意及可
以理解的錯誤，並非存心誤導，要求法庭批准更改，並給予
二十一日時間，提交新的申報表。

候任特首及其競選辦公室人員早前發現已呈交的《選舉
開支及接受選舉捐贈之申報書及聲明書》（《申報書及聲明
書》）中有部分錯誤之處，因此已主動按有關法例向法院提
出申請，要求更正。

候任特首辦發言人表示，有關該申請的更正主要涉及一
項金額約為十四萬九千元的雜項開支和其他細項開支，呈交
該《申報書及聲明書》後所收回的訂金退款等，此外還有少
量手民之誤。

發言人強調是次更正申請與終審法院近日對莫乃光控告
譚偉豪案的判決無關，亦沒有因該判決而修改應報選舉開支
的期限。

該申請結果將不影響候任特首於七月一日就任。

CY要求更改開支申報

▲彭長緯（左）與蔣麗芸介紹，其中一個節目是由劉江華、李慧琼合作表
演的棟篤笑《一起拉布的日子》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本報訊】選舉事務處較早前向約二十九萬名選民發出
書面查詢，要求他們確認住址資料。選舉事務處昨日再次呼
籲已登記選民，若未能在本月二十九日或之前回覆及更新資
料，名字將在臨時選民登記冊中被剔除，不能在今年九月舉
行的立法會選舉中投票。

為提高選民登記冊的資料準確性，選舉事務處自去年區
議會選舉後優化查核機制，增加受查核的選民人數和擴闊查
核範圍，發出的二十九萬封查詢信件，跟進區議會選舉中涉
及懷疑虛假住址的投訴個案。有關選民可於六月十五日至二
十九日期間，於辦公時間內致電選舉事務處熱線 28911001
，查詢其姓名是否已被剔除。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表示，接獲書面查詢的選民如仍未回
覆選舉事務處，確認他們現時在香港的主要住址，他們的姓
名會在二○一二年臨時選民登記冊上被剔除，以及被列入遭
剔除者名單內。二○一二年臨時選民登記冊及遭剔除者名單
將於六月十五日發表。

被列入遭剔除者名單的選民，須於本月二十九日或之前
提出申索或更新住址，並獲審裁官批准，否則其姓名將不會
載列於七月發表的正式選民登記冊上，他們亦不能在九月舉
行的立法會選舉中投票。

29萬選民需更新資料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宗偉報道
：為慶祝創會二十周年，民建聯將於
本周六、日在紅館舉辦兩場大型文藝
匯演。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和候任特首

梁振英將應邀出席。據悉，當日表演
節目相當豐富，包括民建聯副主席劉
江華和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將合演棟篤
笑 「一起拉布的日子」、民建聯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則夥拍太太表演深情歌
舞。

彭清華梁振英主禮
民建聯昨日在總部舉行慶祝創會

二十周年文藝匯演簡介會，由副主席
蔣麗芸、秘書長彭長緯介紹有關事宜
。黨慶將於本周六、日在紅館舉辦，
據悉已邀得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候任
特首梁振英出席，擔當頭場的主禮嘉
賓。次場的主禮嘉賓則邀來政務司司
長林瑞麟與中聯辦副主任周俊明。

彭長緯透露，劉江華與李慧琼將
演出名為 「一起拉布的日子」的棟篤
笑，聯手在台上笑論政壇，針砭時弊
。曾鈺成則會展現多才多藝的一面，
與太太表演歌舞。蔣麗芸笑稱，曾主
席為表演已苦練一年，歌藝如今一鳴
驚人，屆時必有精彩的演出。

此外，四位現任局長，包括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行政長官辦公
室主任梁卓偉，以及環境局局長邱騰
華亦會蒞臨獻唱羅文經典名曲《幾許
風雨》。

會慶的頭場於周六晚上八時舉行

，次場則於翌日下午二時開場，預料
每場歷時兩小時。關於會慶的舞台設
計概念，彭長緯稱，據周年紀念的習
慣，二十周年是瓷器禧，因此是次的
舞台設計會以瓷器為主。他續說，瓷
器製作的過程，與民建聯創立和成長
非常相似，需要經過加工、提煉才能
塑造成功。民建聯創會至今，能有逾
二萬名會員，正是歷經艱辛所得的努
力成果。

局長合唱《幾許風雨》
今年是民建聯的創會二十周年，

同時也是選舉年。蔣麗芸被問及會否
參與立法會直選時表示，需先進行每
區提名，再交由中委會於本月底或下
月作出決定。她指，參選不是一個簡
單的決定，必需審慎考慮，一旦決定
參選，則必全情投入，義無反顧，終
止參與家族的一切商業事務。

她又提到自己小時候的志願便是
成為一名社會工作者，丈夫與親人均
體諒及支持她投身政界。人生的前半
段，她為了生活而不得不在工商界打
拚，到了後半段，她期望能發揮所能
，為社會大眾做貢獻。

民建聯會慶演拉布棟篤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