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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在上屆立法會中 「拉布」 ，
浪費公帑和議會時間早已天怒人怨。為
阻止反對派重施故伎，民建聯的葉國謙
建議財委會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
限制議員在同一議程項目只能提一項議
案，預計會在周五的財委會上討論。多
個黨派議員都支持有關的建議，認為可
填補漏洞，但反對派對此反應激烈，不
僅反駁稱建議會削弱議員議事權力，更
揚言是等同向他們宣戰。

本報記者 戴正言

葉國謙動議限每人一提案

議員撐修訂
防財會拉布

事務委員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工商事務委員會
政制事務委員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
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
衛生事務委員會
民政事務委員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人力事務委員會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

主 席
梁美芬
方 剛
譚耀宗
劉皇發
林健鋒
林大輝
何秀蘭
李慧琼
梁家傑
梁家騮
馬逢國
王國興
黃毓民
李卓人
葉劉淑儀
葉國謙
陳鑑林
陳婉嫻
黃定光
陳鑑林

副主席
郭榮鏗
蔣麗芸
謝偉俊
謝偉銓
鍾國斌
葉建源
鍾樹根
陳健波
何俊賢
李國麟
陳家洛
馮檢基
葛珮帆
黃國健
潘兆平
涂謹申
范國威
張國柱
梁繼昌
盧偉國

各事務委會及
小組委會正副主席

譚耀宗 葉劉淑儀

田北辰 林健鋒

建制派奪14事務委會主席

反對派敗選向梁美芬泄憤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十八個
事務委員會和兩個小組委員會，昨日選出新任正
副主席，今年建制派和反對派在多個委員會協調
失敗，雙方硬碰之下，由於建制派人員佔優，反
對派失去多個事務委員會主席職位，包括多年一
直為反對派 「橋頭堡」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現時由建制派議員任主席的事務委員會共有十
四個，較四年前立法會會期開始時增加了三個。

梁美芬勝郭榮鏗6票
立法會早上九時起，陸續選出各委員會正副

主席，而由於兩個陣營一直就人選安排協調，因
此焦點都集中在協調失敗的數個委員會上，特別
是反對派掌控十多年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由上屆委員會副主席梁美芬對反對派公民黨新
丁、法律界議員郭榮鏗。結果梁美芬以十九票
比十三票擊敗郭榮鏗，攻陷這個反對派的 「橋
頭堡」。

譚耀宗贏劉慧卿12票
另外，由於建制派不滿民主黨涂謹申上屆在

保安事務委員會任主席的表現，因此派民建聯葉
國謙奪回主席職位，涂謹申則任副主席，預計建
制派會擔任主席四年。至於協調失敗的政制事務

委員會，前者由爭取連任的譚耀宗以二十三票擊
敗僅得十一票的民主黨劉慧卿，劉慧卿在選副主
席時更 「跌票」，最終由獨立的謝偉俊任副主席
；交通事務委員會就由陳鑑林與公民黨的新丁郭
家麒競逐，最後陳鑑林順利當選。

上屆兩個陣營協調下，反對派在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和福利事務委員會擔任四年主席，另
在十個事務委員會中雙方輪任主席，但今年在失
去保安、交通、司法及法律三個事務委員會，連
同需要輪任的福利事務委員會，反對派只有九個
事務委員會可輪任主席，掌控的委員會數目大跌
，而現時反對派只有四名議員首年任主席，較四
年前減少三個主席職位。

福利事務委員會方面，在建制派及泛民主派
協調之下，由工聯會陳婉嫻自動當選為主席，副
主席由工黨張國柱擔任。至於財委會轄下的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和工務小組委員會，就由民建聯
的黃定光和陳鑑林分別出任主席。反對派一直批
評，建制派擔任多個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做法霸道
，但在他們最着重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中，
就拒絕協調讓各陣營輪任主席。民建聯主席譚耀
宗表示，各事務委員會的選舉都要投票通過，建
制派對各委員會的政策範疇都十分重視，因此派
人積極參與。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對派在失
去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後，立即向當選
主席的梁美芬開火。事緣梁美芬選主席前向秘
書處了解是否有其他開會時間，並在會上提出
供議員選擇時，遭到反對派炮轟，有議員質疑
反對派是吹毛求疵。

由於人數上的差距，反對派在選前已經打
定輸數，結果公民黨的郭榮鏗不敵梁美芬，只
能任副主席一職。梁美芬隨即主持會議，並提
到她有定期會議要開，因此早上約十時詢問秘
書處，會否有其他時段，可代替原來周一下午
四時半的開會時間，迅即惹來反對派的圍攻，
質疑她為何在選前便要求更改時間。

梁美芬解釋，過往會議的出席率甚低，她
希望找方法解決出席率的問題，因此向秘書處
了解是否有其他選擇，並在會議上提出意見，
而選前了解問題正是她為選舉做好準備。本身

是律師的獨立議員謝偉俊就指，反對派雖然不
服由梁美芬任主席，但不應在會議上挑剔和吹
毛求疵。最後，會上決定由梁美芬聯同郭榮鏗
向秘書處了解，是否有其他開會時段，然後再
於會議上決定。

另外，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黃
毓民因未完成宣誓而缺席會議，但他最終以十
一票對七票，一票白票，擊敗莫乃光當選委員
會主席。副主席一職則由民建聯的葛珮帆和莫
乃光爭奪，建制派的議員人數本來比反對派少
一人，但葛珮帆最終卻以十票對九票，反勝莫
乃光一票當選。人民力量的陳偉業和陳志全曾
在副主席選舉派選票期間，步出會議，二人
「密斟」一會後才回來投票。陳志全會後被記

者一路追問是否投葛珮帆一票，陳志全只表示
，他和陳偉業是商量大家自由投票，還叫記者
「最好問大舊（陳偉業）投邊個啦。」

葉國謙在本月十日去信財委會主席張宇人，
希望修訂財委會和財委會轄下的人事編制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的議事程序，在審議某議程項
目期間，可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議案，並就該
議程項目表達一項或多項意見，但就要規定每個
議員只可就某議程提一項議案。

葉國謙表示，將會在周五財委會上提出動議
，認為有關的漏洞影響議會的效率，動議只是限
制議員提出無約束力修訂次數，並無扼殺發言空
間， 「是不是議員一直坐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十個小時坐下去，便是按一個 『否』、 『否』、
『贊成』、 『贊成』，是不是這樣？」有關建議

只要得到半數出席財委會的議員通過便能生效。

拉布阻民生議案通過
事實上，反對派在今年五月大打拉布戰，在

財委會和立法會大會分別提出大量修訂，人民力
量的黃毓民、陳偉業和社民連的梁國雄，在議會
內不斷長篇大論，拖垮整個議會的運作，亦令民
生議案無法通過。

不過，反對派就大表不滿，公民黨梁家傑稱
，動議是 「霸道上的霸道」，令立法會淪為橡皮
圖章，而民主黨的劉慧卿更稱，建議是限制及褫
奪議員的發言權， 「這個我相信是變了全面宣戰
，所以如果他要打的時候，有些市民都跟我說，
可能這屆立法會會打架，或者在街頭的抗爭會好
熱熾。」參與發動拉布的人民力量陳偉業揚言，
會盡一切方法阻止，包括會提多項修訂阻礙通過
動議。

議員：無扼殺發言空間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出，拉布會影響其他的

撥款申請，葉國謙提出的修訂並非很複雜，相信
新議員也會理解，希望星期五能夠作出決定，又
認為立法會大會的議事規則亦應該修改，防止拉
布。

經濟動力的林健鋒指出，有人利用議事規則
的漏洞，提出大量無聊、瑣碎的修訂浪費時間，
認為議會需要保持有效率的運作，每個議題作一
次修訂便足夠。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支持葉國謙提出
的動議，雖然每個議員都有發言空間，但議會同
時亦要有效率運行，她指出，外國議會都有拉布
的空間，同時亦有剪布的條款，但香港立法會的
議事規則並無相關規定，因此現時填補這個空白
是有必要的。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對於有反對派指動議會
扼殺討論空間表示不同意，他指動議只是令議會
的言論自由和效率得到平衡，在過去的立法會選
舉中，他聽到不少市民認為議會要理性討論，並
支持議會採取措施，避免過去拉布不斷的情況出
現。

▲葉國謙建議限制議員在同一議程項目只能提一項議案，預計
會在周五的財委會上討論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陳婉嫻當選福利事務委員
會主席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梁美芬任司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主席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大致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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