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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八個事務委員會今日將選出
正、副主席，預計建制派議員將出任其中
十四個委員會的主席，而建制及反對派在
各委員會正副主席職位比例將為六比四。
有份和反對派協調的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
國謙反駁反對派指建制派霸道之說，他強
調，六四比例和建制派及反對派的議席比
例相若。葉國謙又批評過去有反對派議員
擔任委員會主席後，不聽取意見，影響雙
方合作。

本報記者 戴正言

建制反對派不相讓

政府：未有政改諮詢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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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牌仔電台行為令人費解

宇文劍

今決戰司法委員會

有個 「新牌仔電台」，開咪一段時間後
，台長一時話 「唔玩」，一時又話 「玩」；
再一時又說 「股東受了中聯辦壓力」，極力
為自己製造 「正義開咪」、一派 「備受打壓
」形象； 「唔玩」之時又來搞個什麼 「義播
」。最搞笑的是台長促政府介入……宇文劍
好蠢，聽極都唔明，不知道台長葫蘆裡賣什
麼藥。

正式向政府申請了廣播牌照，為什麼快

速 「唔玩」，這是電台內部事宜，與
政府何干？不錯，政府於此有兩件事
可做：一是該台不開咪了，政府做
「收招牌」善後手續；二是員工若收

不到或收不足遣散費，勞工處可協助
勞方收回合理補償。除此以外，叫政府介入
，游說股東注資，讓電台得以繼續開咪？政
府憑什麼這樣做？有些人不是常常嫌政府多
事， 「干預」 「洗腦」等諸多難聽言詞，說
得出就說麼？怎麼忽然 「力邀政府過問私事
」？不怕被人 「干預」 「洗腦」嗎？

說 「中聯辦給股東壓力」也令人費解。
既然領正牌開咪，誰能給誰以壓力？作為政
府喉舌的電台尚且時常問政府攞錢卻時常罵

政府，有誰敢給該台壓力？況且，如果真有
人批評那 「新牌仔電台」，香港崇尚言論自
由，有人可以經常破口大罵 「狗官」（此人
說過只敢罵高官不敢罵黑社會，因怕被後者
斬，即是表明高官好欺），卻接受不了人家
批評？舉例說某君覺得某食肆的食物很難吃
，罵了一句： 「咁難食，不如執笠算啦！」
食肆如果真有本事，可以因這食客的這一句
話便結業嗎？

再說，假如真像台長說的那麼 「大義凜
然」， 「開咪為講正義」，股東如果要止蝕
，台長大可在街頭籌款。保釣船 「啟豐二號
」都是這樣贏得市民同情，籌夠錢修船的，
何況區區數百萬（可能是數千萬），以台
長的 「江湖地位」，籌這筆錢有何難？

說到 「義播」，即員工不收酬勞
開一天咪，目的何在？想博同情逼
政府 「干預」？唔明，唔明也！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就長者生活津貼資產申報
的標準及設置，社會各界仍然爭論不休。有政黨及社福團體
贊成設立資產申報，但認為要提高上限；亦有政黨認為應否
資產申報要交由立法會討論。扶貧委員會籌委會成員羅致光
昨日在電台節目中重申，長者生活津貼需要設有資產申報，
他批評要求取消資產申報的政黨缺乏政治道德。他認為，只
有盡快推行有關津貼，才是最快途徑幫助有需要長者。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就長者生活津貼設資產
審查不是壞事，但始終津貼是支援作用，現時的上限十八萬
六千元太低，民建聯建議上限增至三十萬；若政府不同意增
加上限的建議，民建聯未必支持計劃通過。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也表示，津貼設資產審查制度是可
以接受，但這不是敬老的生果金，若是作扶貧作用，每月二
千二百元津貼金額並不足夠，她希望可以調升至三千至三千
五百元水平。而資產上限方面，她認為 「十八、九萬真的好
低」，有需要提高。

工黨張超雄則質疑津貼並沒有經過公眾諮詢，若將問題
提升到道德問題，是 「搞錯方向」。他說引入資產申報，會
有不鼓勵長者儲蓄的影響，長者亦有可能怕超出上限而把資
產轉移。而政府亦沒有說清楚津貼追溯期有多久，會令長者
無所適從。他認為，政府應把資產申報先交立法會討論，再
向財委會申請撥款，做法會較為恰當。

羅致光談長者津貼
批部分政黨無道德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譚志源將陸續約見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了解
各黨派的關注。對於有報道指當局將於明年年中開
始二○一六立法會選舉及二○一七年特首選舉的政
改方案諮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指，對於二
○一六、一七年選舉安排的公眾諮詢工作，政府未
有開展時間表。

民建聯未與當局討論
對於有反對派議員此前稱當局將在

明年年中開展新一輪政改諮詢，多個建
制派議員表明，尚未就此與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進行探討。有建制派中人相信，
政府在完全未有二○一六及二○一七年
政改方案的初步構思下，不會與各政黨
「摸底」，相信政府只是與反對派人士

非正式會面時，談論到有關政改方案的問題，並非正
式諮詢意見。該人士認為，各政黨會先了解清楚未來
政改的發展方向，現時不需急於拋出意見。

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表示，暫未與當局就
政改方案進行討論。但他指出，政改諮詢一定要做
，因為無論是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還是二○一七
年特首選舉，都需要時間來尋求社會共識。葉國謙
認為，要在二○一七年特首選舉問題上達成共識會
非常艱難。

工聯會的王國興表示，政改諮詢何時開展與行政
長官梁振英的施政如何亦有關連。他希望在政改問題
上，梁振英有一個全盤考慮，尤其要看他在明年一月
發表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如何就此着墨，再做打算。

譚志源周四晤民主黨
而譚志源本周四會與民主黨會面，該黨代主席劉

慧卿昨日於傳媒茶敘中聲稱，民主黨希望未來的政改
方案可以落實雙普選。她特別提到下屆的立法會選舉
，必須要行一大步，不希望是取消公司票等小修小補
，而是要取消功能界別和分組點票，把直選議席的比
例提高至七成至八成，而她個人不會接受將現況原封
不動的方案。

此外，民主黨年底會舉行換屆選舉，劉慧卿稱
，未來希望能 「裸退」，即不再任副主席和中委等
職位，只會任黨團召集人一職，希望民主黨做到真
正的改革。對於原來的三位正、副主席同時退下火
線，並盛傳由新人黃碧雲出任黨主席，劉慧卿就拒
絕評論個別人選，認為外界有不同的想法，有信心
民主黨可選出帶領黨的人選，而三十多個中委不會
一次過換人，相信接班不存問題。不過，她對完全
「裸退」留有餘地，稱仍要視乎民主黨對未來路線

的看法。

【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將在下月一日，
到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回答議員提問，歷時九
十分鐘。而梁振英明日亦將在立法會大會發言，
闡述管治理念、檢視第四屆政府首三個月的工作
進度、概述施政方向和明年的工作重點，預料發
言需時四十五分鐘，不設答問環節。因為當局此
次選擇引用《議事規則》第八（a）條，授權行
政長官可在任何他認為適當的時間向立會發言，
但未有訂明議員有權提問。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 「賣剩餸」是什麼味道？
相信一班立法會議員日後可以答你。社會服務聯會昨日邀請
十位立法會議員到深水埗，與街坊同吃 「賣剩餸」，了解基
層人士的生活困難。

社聯為響應明日的 「國際消除貧窮日」，邀請本屆新加
入或重新加入的立法會議員包括民建聯梁志祥、蔣麗芸，以
及工聯會鄧國彪等與深水埗街坊共進午餐。每枱均有四餸一
湯，菜式是一般家常小菜如番茄炒蛋、灼菜等，都是由香港
婦女中心協會義工在街市收集的賣剩蔬果烹調而成。議員均
表示菜式不錯，跟一般買回來的食材沒有差別。

社聯在去年十一月開始，在區內街市收集賣剩的蔬果，
再分發給有需要居民，減輕他們食物開支。計劃開始近一年
，已送出超過二萬公斤食物，超過二千多人受惠。

梁志祥表示，現時通脹厲害，食物價格不便宜，對基層
家庭的壓力不少，他希望最低工資可以追上通脹升幅，紓緩
低收入家庭壓力。蔣麗芸亦期望政府訂定長遠人口政策，有
助解決貧窮問題。

另外，社聯昨日公布全港十八區的貧窮狀況，發現最貧
窮的地區為離島，貧窮率為百分之二十二點三；其次為深水
埗，貧窮率為百分之二十一點四。貧窮率最低的地方為中西
區，只有百分之十一點三；其次為灣仔，貧窮率為百分之十
二。社聯分析，本港最窮與最富的地方貧窮率相差超過十個
百分點，促請政府因應不同地區情況制定針對性扶貧政策。

議員齊吃賣剩餸
體驗基層日常生活

特首定下月一日
出席立會答問會【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民建聯葉國謙將於

本周五立法會財委會提出動議，限制每名議員在每項
財政撥款建議付諸表決前，只可以就議程項目動議一
項議案，防止有議員藉提出大量修訂作 「拉布」。

葉國謙在致函財委會主席張宇人的信件中表明，
他在上屆會期即七月九日已致函委員會，提出修訂財
務委員會會議程序。葉國謙指出，由於財務委員會根
據公共財政條例履行其法定職能，而財委會轄下的人
事編制委員會及工務小組是協助財委會執行其職能，
對社會民生福祉極為重要。他說，因上述三個委員會
就處理議案的程序是相同的，故此有必要一併修訂三

個委員會的議事程序，堵塞現時已經出現的漏洞，讓
委員會能夠有效運作。

葉國謙在接受本報查詢時指出，上屆財委會在審
議政府架構重組建議時，反對派共提出八百到九百項
動議，嚴重滯礙議會進程。對於財委會副主席劉慧卿
稱葉國謙所提修訂會扼殺言論自由，葉國謙反駁指絕
無其事，因為這些動議無須經預告，亦無法律效力，
只是機械動作，卻會影響民生撥款。按照議事規則，
除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財委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
的行事方式及程序，由財委會自行決定。因此，財委
會將按議事規則處理葉國謙的建議。

葉國謙擬提修訂防財會拉布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秘書處昨日
發出新聞稿，再次證明人民力量黃毓民就重新宣誓去
信立法會一事 「講大話」，有建制派議員指事件凸顯
黃毓民誠信有問題，會在周三他宣誓之後再看如何跟
進此事。

黃毓民上周三在立法會宣誓時上演 「政治騷」，
「咳走」誓詞中的 「共和國」及 「特別行政區」字眼

，被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裁決宣誓無效，必須在本周三
重新宣誓。但黃毓民死不悔改，早前出席電台節目時
聲稱再次宣誓時還會 「加料」。他又死撐說從未主動
去信曾鈺成，而是立法會秘書長和副秘書長要求他重
新宣誓。

立法會秘書處發言人昨日表示，在上周三立法會
議員作出立法會誓言後，立法會法律顧問應立法會主
席的要求，就黃毓民所作出的誓言給予法律意見。在
法律顧問完成研究後，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及副秘書

長將有關的法律意見，告之黃毓民，表示其所作出誓
言有不清晰的地方，會引起疑慮，建議黃毓民進行宣
誓，黃毓民表示接受。其後，秘書處提醒黃毓民議員
辦事處的職員，黃毓民須以書面提出要求。秘書處強
調，立法會主席在上周五收到一封有黃毓民議員簽名
的信件，表示為釋除疑慮，故請求主席批准在本周三
的立法會會議上進行宣誓。立法會主席在考慮法律顧
問的意見後，裁定黃毓民未有完全依照宣誓及聲明條
例規定的誓言進行宣誓，須重新依法作出宣誓，故批
准黃毓民的要求。

民建聯葉國謙指出，黃毓民是否有去信秘書處，
有白紙黑字在，黃毓民必須向公眾解釋。工聯會王國
興則指，將在星期三黃毓民重新宣誓之後看看有什麼
問題需要再根據。而民主黨代主席劉慧卿亦於昨日早
上去信立法會秘書長，要求秘書處考慮就黃毓民再宣
誓事件，提交文件講述事件時序。

議員促跟進黃毓民宣誓風波

【本報訊】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早前在港專社科
中心演講，指回歸以來本港法律界、包括法官，對於國家及
特區的關係缺乏認識，言論引發爭議。港專社科中心昨日發
聲明表示，希望社會就該議題的討論能客觀平和進行，為學
術討論創造空間，維護學術自由。

港專社科中心表示，梁愛詩是應中心邀請發表學術演講
，學術界對特定議題持不同觀點並自由地爭議是非常普通的
，亦是學術研究和理論發展所必須的環境，希望梁愛詩言論
惹起的爭議，能帶來健康和正面的成果。市民可於網頁
www.hket.edu.hk/iss/收聽當日講座的完整錄音。

梁愛詩言論惹爭議
港專冀能平和討論

上屆立法會會議中，反對派藉着把持數個委員會
主席之位，就高鐵和政府架構重組等多個議題 「拉布
」，嚴重影響議會效率。到了今屆立法會，建制派
「防患於未然」，在委員會主席選舉中採取寸土必爭

的策略。

梁美芬批反對派圖 「世襲」
有三個事務委員會，建制派將與反對派競逐主席

一職。其中備受矚目的司法及法律委員會，主席之位
將是經濟民生聯盟的梁美芬和公民黨法律界新丁議員
郭榮鏗之爭。上屆該委員會首年只有八名議員加入，
今年則有多達三十四名議員加入該委員會，更有十九

名為建制派議員，料梁美芬可獲大多數委員支持而擔
任主席。由於公民黨前法律界議員吳靄儀曾長期擔任
該委員會主席，公民黨向來視這個主席位為囊中物，
梁美芬昨日在電台節目說，有關委員會的討論應集中
在司法問題上，不應只傾向政治議題，又認為出任委
員會主席應該要持平，而並非傾向任何政黨，認為這
個委員會的主席不應像世襲制般，必定由反對派議員
出任。

37人加入政制委員會
由於本屆立法會將討論二○一六年及二○一七年

政改方案，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一位也至關重要，今
屆有多達三十七名議員加入該委員會，其中二十三人
是建制派議員，主席料將由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擊敗民

主黨代主席劉慧卿連任。交通事務委員會方面，民建
聯陳鑑林和新民黨田北辰有很大機會在未來四年擔任
正、副主席。

建制派表明包攬正、副主席的包括發展、工商和
經濟事務委員會。另有三個委員會，建制派擬做足四
年主席，分別是保安、財經和民政。其餘九個委員會
，包括房屋、福利、公務員及資助機構、衛生、教育
、環境、人力、資訊科技及廣播，以及食物安全及環
境衛生，則將由建制派和反對派各做兩年主席。

建制派亦會穩守財務委員會轄下的人事編制和工
務小組，民建聯陳鑑林和工程界盧偉國將擔任工務小
組首年主席和副主席，此後盧偉國將任主席，而其後
三年民建聯將派人擔任副主席一職。人事編制委員會
則會由民建聯黃定光出任主席。

▶ 梁 志 祥
（左）與街
坊同吃 「賣
剩餸」 。右
為方敏生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黃毓民在
重新宣誓上
一直「死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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