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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動議有權 濫權做騷則不可 南沙大發展 功在霍英東

社 評 井水集

立法會 「民建聯」 議員葉國謙昨日
提出建議：今後財務委員會審議政府提
出的撥款申請時，每項議案每位議員只
可以提出一次修訂，以防止上屆審議政
府架構重組方案出現一千次修訂動議的
「拉布」 鬧劇歷史重演。

就葉國謙提出的修例建議，建制派
議員大多認為合理及表示支持，認為有
助重建議會秩序，提高議事效率；但反
對派議員則暴跳如雷、大表反對，指為
限制議員發言權利，並指建制派此舉
「等同宣戰」 ，云云。

有關建議，本周五財委會上將會進
行表決，只要半數出席議員贊成，就可
以通過。目前，財委會內建制派議員佔
多數，估計修例建議將會獲得通過。而
建議是否必要？是否合理？是否有妨礙
以至剝奪議員權利之嫌？不妨從兩個方
面去作出考量與判斷。

的確，誠如反對派所言，就政府議
案提出動議，要求修訂以至反對，乃是
議員依法享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利，任
何人不得藉故進行干擾與限制。

從此角度而言，葉國謙議員提出的
修改建議，限制議員動議次數，每人每

項議程只可以動議一次，從法理而言，
於維護議員權利而言，是有可商榷餘地
及必須審慎從事的。市民都不喜歡 「拉
布」 ，但對可能改變或削弱議會權力的
建議，市民也不見得都會輕易贊成。

然而，更需要考慮的是，議員為什
麼依法擁有可以提出修訂動議的權力？
是為了給政府設難題嗎？是為了給議員
「臉上貼金」 嗎？答案都不是，基本法

有關條文和立法會《議事規則》作出有
關規定的目的，是為了讓議員更好辦事
、更好議政、更好督監和配合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而不是其他。

那麼，事實顯而易見地擺在眼前：
上屆立會，黃毓民、陳偉業、 「長毛」
，為阻撓新特首梁振英提出的重組三司
十四局政府架構方案撥款申請，竟一共
提出了多達一千項的修訂動議，而內容
自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四書五經一
直到非洲津巴布韋、南北蘇丹局勢都提
出來了，而且一講就是幾個小時、十幾
個小時，試問這樣的修訂動議，於推動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有何幫助？於改善社
會經濟民生又有何益處？

如此千項修訂動議，正如葉國謙議

員昨日所言，議會同僚被迫坐在那裡幾
十個小時，最後不過就是按一下 「支持
」 或 「反對」 的按鈕，是完全沒有必要
及不可以接受的。

因此，事實擺在眼前，議員動議修
訂政府議案的權力必須維持、必須被尊
重，因為這是符合整體市民和社會基本
利益的；但如黃毓民、陳偉業、 「長毛
」 般，一千次修訂內容都是空言、都是
廢話，目的只是為了阻撓特區政府架構
重組和依法施政，這樣的修訂就不值得
支持、不需要保護，而且必須抵制和反
對，因為它是不符合社會發展和市民整
體利益的。

眼前，特區政府提出向六十五歲以
上老人發放每月二千二百元 「長者生活
津貼」 的方案，已排期本月二十六日在
立法會財委會上審議；反對派議員已揚
言，若不撤銷資產審查就要反對，黃毓
民、陳偉業更聲稱一定會提出修訂動議
及 「拉布」 ，阻撓撥款方案通過。如此
動議修訂，是為了市民福祉、長者福祉
，還是為了做 「政治騷」 、濫用權力，
是一目了然的。如此修訂，真是一次也
嫌多！

近日，有關共同發展廣州南沙的
議案已經正式提上粵港政府議事日程
，未來的南沙不僅成為粵省經濟發展
重鎮和粵港金融、科技、創新、城規
合作的試驗區、示範區，還將正式成
為中央級、國家級的試驗地區，真是
「一舉成名、身價百倍」 ！

而在此一重要時刻，令人無法不
懷念一個人和為他那獨到、超然的眼
光和魄力所感動：他就是已故全國政
協副主席霍英東先生。

早在二、三十年前改革開放之初
，霍英東全國什麼地方不可去？什麼
項目不可以投資？什麼地皮不可以拿
？可以說賺錢要多少有多少，風頭要
多勁有多勁。但是，霍英東那裡都不
去，什麼項目都不拿，他就一頭扎進
了南沙。

當時的南沙有什麼？有金沙銀沙
？不，當時的南沙，什麼都沒有，就
只有一片亂石灘塗、一些蕉樹農地，
此外就只有當時東莞的一批貪婪無知
大小官員。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霍英東一眼
看準，南沙夾東西南北交通要塞和方

圓百里中心的優越地理位置，日後除
非廣東不發展、中國不發展，否則，南
沙斷無不興旺、不發達、不重要之理。

就這樣，在北京 「六四」 風波全
國惶然、外資 「杯葛」 聲中，霍英東
在南沙打下第一根樁，興建可停泊渡
輪的現代化碼頭和進港大道，還有一
系列的基建設施隨後。

十多年來，霍英東每周一次，乘
船往南沙，與工作人員一起踏遍南沙
大小山頭、每一吋土地，思考、策劃
發展大計。在霍先生心中：一座集商
貿、旅遊、居住於一身的南沙新城將
會隨着改革開放大潮拔地而起，雄踞
珠江……。

這期間，碼頭、大道未啟用已發
生嚴重沉降，需要再投巨資修葺重建
，霍先生形容是 「擔沙填海」 ，但他
毫無怨言，依然風雨不改、每周前往！

今天，霍先生是看不見了，但南
沙的確已拔地而起、雄踞有望。今天
南沙的領導、指揮者和日後分享南沙
成果的人們，能忘記當年那位 「掘井
人」 嗎？

特首今到立會談管治理念特首今到立會談管治理念
將重點闡述港與內地關係

重組方案擬分拆交立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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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最新民意調查顯示，行政長官梁振英民望回
升，評分較上月上升三點二分。三名司長評分亦都上升，當
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民望最高，得分超過六十分。十二名
局長中，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持續最高民望。

海難處理得民心
港大民意研究調查於南丫島海難發生後三日進行，結果

顯示，梁振英支持度和支持率齊升，評分四十九點二分，支
持率升六個百分點，至三成九，大致回到八月初水平。

司長方面，林鄭月娥評分達六十點一分，升兩分；支持
率五成八，升兩個百分點。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和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的評分亦有上升，分別升二點三及二點一個百分點，
達到五十六點六分及五十一點二分。

十二名局長，有八人支持率淨值上升，三人下跌，一人
不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民望最高，有七成三人支持
他做局長，按月升四個百分點，支持率淨值同樣升四個百分
點。其次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支持率六成半，升一
成，淨值升一成一。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支持率升九個百分點
，達到五成三，淨值維持不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
強、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和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蘇錦樑的支持率淨值均上升。

另外，吳克儉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民望出現負值，即
反對率高於支持率，分別是負三成半及三成。

【本報訊】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被記者問及，對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
中國委員會發表的2012年度報告中，部分內容涉及香港，有何看法。發言人批
評有關報告的涉港部分 「罔顧事實」，指出有關做法是 「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
事務說三道四」，對此予以 「堅決反對」。發言人強調，香港回歸以來， 「一國
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在港成功實施，廣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各
種權利和自由。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在今天召開
的立法會大會上將會交代有關政府架
構重組方案事宜。建制派議員認為，
重組架構的部分建議有迫切性，建議
政府應將較少爭議的部分，先分拆上
立法會討論。

立法會今天召開新年度首次大會
，梁振英會發表講話，介紹政府未來
工作大綱。梁振英昨天早上出席行政
會議時表示，發言中會向議員和社會
交代有關政府架構重組方案事宜。有
消息指，政府考慮是否將重組方案分
拆提交立法會，例如先建議開設反對
聲不大的科技及通訊局；而較有爭議
的建議，包括設立兩個副司長，就暫

時不處理。

部分建議有迫切性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李慧琼昨日表示，重組架構的
部分建議有迫切性，包括把土地和房
屋重組至同一個局，以及業界要求成
立的科技及通訊局等，認為政府把較
少爭議的部分，先分拆上立法會討論
，是實事求是和可取的做法。至於增
設副司長的建議，李慧琼認為，應該
討論是否有需要增設職位，以處理人
口政策。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新一屆政
府已運作幾個月，再提架構重組必須
要有整體的考慮，如果花了時間又不

能通過，便無謂去做。
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指

，業界要求成立科技及通訊局，希望
當局將架構重組以 「斬件」形式提出
，並以先易後難方式，先提出爭議性
較少的新增科技及通訊局建議，相信
較大機會獲包括泛民在內議員支持。
他期望梁振英今天在大會上可以提出
具體方案，包括是否進行公眾諮詢。

梁振英上任前已經提出重組政府
架構，包括在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
長以下增設兩位副司長，再增設文化
局及科技及通訊局。現行的十二個局
，部分亦都會重組。在部分激進反對
派議員的 「拉布」下，重組方案未能
趕及在上屆立法會會期結束前通過。

立法會今天召開新年度首次大會，梁振英將根據
《議事規則》第 8（a）條向立法會發言，檢視第四屆
政府首三個月的工作進度，以及概述他的施政方向以及
二○一三年的工作重點。但由於政府稍後會就施政報告
進行諮詢，因此預計今天不會藉此機會討論具體政策。

政府消息人士昨日指，行政長官的發言大約歷時一
個小時，作為政府開局發言，希望與立法會建立良好的
關係。該消息人士又透露，行政長官的發言主要會提出
幾個大的概念，對於未來施政重點工作，則主要是根據
行政長官的政綱，其他則屬於綱領性的。特首發言中，
其中一個重點是以頗大篇幅談及香港和內地間的關係，

「因為目前社會上一些人總是將其他的民生經濟甚至房
屋議題都和兩地矛盾扯上關係，引致不必要的糾纏，所
以行政長官有必要深入談及這一方面的內容。」

不設議員答問環節
梁振英昨天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提到，

在今天的立法會大會上，會向各位議員和社會講述政府
架構重組方案事宜。有建制派議員認為，架構重組的部
分建議具有迫切性，建議分拆爭議較少的部分，在立法
會討論。

另有消息指，梁振英還將談到他對目前香港環境的

一些建議，以及社會上發生的各種問題的看法，闡述他
的管治理念。不過，據了解，梁振英今天不會討論國民
教育問題。由於梁振英今天在立法會主要闡述他的管治
理念，不設議員答問環節，他將於下月一日到立法會出
席答問大會。

努力解決積存問題
梁振英上任已一百多天，他所帶領的政府

因應社會訴求，不斷推出各項措施，以求解
決房屋、扶貧、安老等積累多年的問題，爭
取市民信任。政府上任後立刻落區，其後推
出二千二百元長者特惠生果金和無障礙措施
，推出短中期的房屋政策，又在短時間內
有效處理上水水貨客問題。開局不易，梁
振英上任一百天會見傳媒時形容自己正是
接手 「一盤捉開的棋局」，強調今屆政府
正努力解決香港積存多年的問題。

行政長官梁振英今天到立法會闡述政府管治理念，檢視第四屆政府首三個月的工作進度
，以及介紹政府未來工作重點。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行政長官的發言主要作為特區政府開局
之初的發言，希望與立法會建立良好關係，其中將會以頗大篇幅談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另
外，梁振英將會在大會上闡述自己對政府架構重組、環境、社會問題等方面的管治理念。

本報記者 王欣

議員促全面檢討社福
【本報訊】社會老齡化加劇，貧富差距拉大，樓價仍然

上升，社會普遍希望政府針對扶貧、土地、房屋等問題推行
切實可行的政策，幫助改善現狀。

行政長官梁振英自參選特首以來便着力打 「民生牌」，
就扶貧，尤其長者扶貧問題，政府已提出 「長者生活津貼」
，長者醫療券由明年開始倍增至一千元等建議。不過立法會
議員和社會都希望政府就社會的福利體系做整體檢討，促請
政府盡快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開展工作。扶貧委員會即將成
立，從官員的口徑，大致可感到政府或將回應這些社會的普
遍訴求。

房屋政策亦是梁振英政綱的重中之重，政府已提出明年
一月抽籤讓五千名白表人士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全額
資助非牟利機構興建青年宿舍等建議，梁振英並於早前宣
布十項穩定樓市措施，以求抑制樓價繼續上升。

鄉議局歡迎延長僭建申報
【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當選新一屆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鄉議

局主席劉皇發，於昨日的鄉議局會議上表示，歡迎政府將新界村屋僭建物申報計
劃延長三個月，以讓村民有足夠時間了解計劃，不過就強調，鄉議局不認同政府
將 「丁屋」與 「舊屋」的問題 「一刀切」地處理。

新界鄉議局第三十三屆執行委員會，於昨日下午召開第十七次會議，劉皇發
在會上表示，就發展局於九月底，把新界鄉村屋宇僭建物申報計劃的申報期延長
三個月，表示歡迎，認為這樣可讓村民有足夠時間了解計劃，再決定是否申報。
他又指出，就有關問題，鄉議局內部小組已開會表決，大部分意見都認為七二年
後建成的小型屋宇（丁屋）若有僭建物便應該申報。

另外，關於當選新一屆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劉皇發表示，不擔
心會有利益衝突，又表示，解決僭建物問題，需以談判的方式與政府協商，
而非暴力抵抗。他承認現時的鄉議局中，對處理僭建物問題的看法不一致，
需時磨合。

另外，關於屋宇署檢控上水鄉金錢村82號，在舊官批土地上重建的屋宇的
業權人侯國祥及李君畦案件，已於昨日正式開庭審訊，被告昨日要求暫停審訊，
定於今日向法官報告是否找律師代表應訊。有委員擔心案件會影響其他類似案例
日後的裁決，在會上提議成立關注小組予以跟進。

外交部公署：美報告罔顧事實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新民
黨昨日向行政長官梁振英就施政報告遞
交政策建議書，着重解決香港青年缺乏
向上流動機會問題。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說，希望政府加強發展創意產業 「第
四產業」，增加高級文憑學額和留學獎
學金，並檢討小學英語教學政策。

為港青提供向上流動機會
新民黨向特首提交的建議書涉及一

百○二項政策建議，主要從經濟政策、
教育政策和公共財政管理三方面入手，
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向上流動機會。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說，香港過去側重發
展地產、金融和旅遊業，產業架構狹
窄，令青年出路狹窄。新民黨副主席田
北辰說，香港有很多學位不高但頭腦有
創意的 「低分高能」青年，政府
應加快推動創意產業和資訊科
技等 「第四產業」，故新民黨

支持政府成立資訊及科技局，提供專利
和推廣平台的支援。

葉劉淑儀說，為避免重整產業與人
才脫節，政府應檢討教學政策，例如增
加高級文憑學額，培養專業技術人才，
亦增加留學獎學金，每年加碼資助二十
名本科生和五十名研究生去外國頂尖大
學就讀，加強本地精英團隊。田北辰擔
心，香港英語教學環境的下降，影響青
年競爭力，他建議政府安排所有小一的
英語科由外籍英語老師教，同時增加英
語教師，減少授課節數和課堂人數。

▲李慧琼認為政府把重組架構較少
爭議的部分，先分拆上立法會討論
，是實事求是和可取的做法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梁振英今到
立法會闡述政
府管治理念，
並檢視第四屆
政府首三個月
的工作進度

資料圖片

▼新民黨向梁振英就施政報
告遞交政策建議書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梁班子支持率普遍上升

新民黨提百項施政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