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幫立會人強馬壯
■葉劉淑儀、李慧琼和林健鋒，三位除了都是立法會和

行會 「雙料」議員外，還有什麼共通點？不講不知道，原來
他們的鄉下都是佛山南海，葉太鄉下是南海羅村，李慧琼則
是南海丹灶人，林健鋒祖籍為南海鹽步，三人昨日相約在議
會以紫色裝束聚首，共敘家鄉情。

廣東佛山現時管轄南海、順德、三水、高明和禪城五區
，葉太笑稱，若計算祖籍順德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內會主
席梁君彥，還有是 「佛山女婿」的財委會主席張宇人， 「佛
山幫」可謂立法第一大勢力，力壓林大輝、黃毓民、王國興
等人的 「潮汕幫」。三人更笑稱會舉辦 「佛山議員家鄉菜宴
」，招呼傳媒到佛山參觀。

立法會財委會將於本周五繼續審議長
者生活津貼撥款申請，社民連和人民力量
揚言會再度聯合 「拉布」 阻撥款通過。財
委會主席張宇人表示，雖然當日會開三節
共六小時的會議，但對撥款申請獲得通過
不樂觀。手持六票的工聯會則表示仍未決
定投票立場。而今日工聯會將向梁振英反
映就施政報告的意見，亦希望有機會再次
促請當局研究長者生活津貼計劃中七十歲
以上長者可免除資產審查。

本報記者 戴正言

立會明審長津料難通過
反對派揚言拉布阻撥款

王國興促調整房策助安居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星期四8香港政情責任編輯：蔡向陽

立會花絮

言
論
自
由
難
以
量
化

一份向無知者洗腦的報章的主筆
，天天在寫埋沒良心的東西。這天，
他又在散播誤導無知者的謬論。

「舉龍獅旗，表示對現實不滿，
並非主張港獨……並不意味有行動
……即使主張港獨，那也是言論自由
」。

既然對現實不滿、對政府有高要
求，便應把不滿情緒從正常渠道表達
出來。政府哪裡做得不好，你要指出
之餘，還須具體提議 「不這樣做，可
怎樣做」，按照你的想法去做的理據
是什麼，結合現實是否可行，眼前
（有些政策需要看中期或長期）對社
會大眾有無益處（不能只對你或你的
一夥小撮人有利對社會卻無益）。立
場是什麼、政治理念如何全都不要緊
，重要的是講話和做事要有理有據，
要反思、分析。不人云亦云，自己就
要抽空讀點書。

說到這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特別行政區
，以殖民旗幟表達不滿有沒有理據便一字咁淺，不必
再解釋了。

眼前沒有能力搞 「港獨」 「就不是搞港獨」了嗎
？一粒種籽可能不顯眼，但他日不難成為大樹。舉殖
民旗幟很不應該，尤其是青少年，必須明白這種舉動
的真正含義。作為師長輩，也應好好教育下一代，你
如今不愛國或今後沒打算愛國麼？完全可以，但斷不
能在這個國家轄下的特別行政區搞有顛覆含義的公
開舉動，這會教壞其他細路的。

何謂 「言論自由」，何謂 「煽動」，好難量化。
舉一些好顯淺的例子：叫人 「去死」是否煽動人顛覆
？這要看你在哪個國家或地區講這句話。有些地方，
你叫當地皇帝或領導人 「去死」，不必受審，立即會
被人拉去槍斃；而有些地方，說一句當地人深信不疑
的神的不是，馬上會被全世界該宗教的狂熱教徒追
殺。所以，一句話或一個動作，是 「言論自由」抑
或 「煽動」，要看那個社會是否接受。同
樣，在港舉殖民旗幟，並不是說 「舉
吓啫」般簡單，要看這個中國人社會
中大多數人能否容忍。

宇文劍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昨辯論由工
聯會王國興提出的完善房屋政策、解決市民住屋需要
的動議。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回應時表示，政府已採取

多管齊下的方式開拓土地資源，建立土地儲備，相信
規劃新發展區有助增加土地供應；而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張炳良則表示，解決住屋問題是本屆政府施政的重
中之重，會全力開拓土地。

提出動議的工聯會王國興指出， 「安得廣廈千萬
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香港所有市民的心願，
但現時樓價高企，與市民收入脫節，房屋問題嚴峻。
他認為，這些問題源自政府二○○二年未經諮詢，推
出 「孫九招」措施，並一直採取放任政策，為解決一
時之需，無再及時調整房屋政策，結果後患無窮，令
到供應減少，樓價持續上升，房屋問題成為民怨的
「計時炸彈」。

王國興又指，政府對上一次檢討長遠房屋策略，
已經是一九九八年，令到公私營房屋缺乏協調，他希
望新一屆政府盡快制定好長遠房屋策略，確定目標、
時間表和路線圖。

多名議員在會上發言，期望政府增加土地供應，
解決住房問題。民建聯的梁志祥指出，社會上有不同
組群，對住屋有不同需求，他希望當局推出的新居屋
計劃，令更多新中產置業，亦希望政府改善現有公屋
的擠迫環境。而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則建議，政
府應立即制定一幅有時間表、有數量同地點的房屋政

策發展藍圖，讓市民看到前景，避免年輕一代十八歲
就因為 「怕執輸」而去輪候公屋，正在輪候公屋的人
亦不能明確知道何時可以上樓。

要求盡快宣布「港人港地」細節
新民黨田北辰促請政府盡快宣布 「港人港地」細

節，希望能夠加入首次置業條款，以遏制炒風，真正
幫到想置業的香港人。工程界盧偉國則指出，環顧世
界各地，對房屋政策沒有 「一刀切」和一勞永逸的辦
法，他促請政府密切留意本港經濟環境和外圍經濟的
影響，隨機應變，調整壓抑樓市的力度，避免重蹈八
萬五的覆轍。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發言時重申，解決房屋問題
要有足夠土地供應，政府已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開拓
土地資源，建立土地儲備，包括規劃新發展區、更改
私人土地用途、鐵路物業發展以及市建局重建項目等
，相信有助增加土地供應。

而張炳良則表示，在過去四個月，政府已採取不
同措施增加土地資源，未來會繼續在不同地區，為適
合發展公屋及居屋而覓地。對於有議員要求撤銷公屋
編制的計分制，張炳良認為，公屋編制以家庭為優先
，貿然取消計分制，會影響家庭申請的等候時間。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
對派昨日繼續炒作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太太名下物業涉及劏房事件，質疑陳
茂波違反問責官員守則，要求當局深
入調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見下圖）表示，主要官員入職前
都須經過深入審查，陳茂波已多次向
社會交代事件，當局無任何補充和評
論。

譚志源昨日出席立法會大會時回
應議員提問稱，所有主要官員包括問
責局長、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入職前
都要經過深入的審查工作，要填寫詳
細的申報表格，交代他們的個人資料
、教育背景、參與的社交活動、工作
履歷和家庭成員等，官員亦需要申報
在任何公司的股份，直接或間接利益
，以及配偶的職業及任職機構。警方
及相關的執法部門，會通過會見受審
查者、其諮詢人和上司，以及翻查有
關記錄進行調查。

對於深入審查制度是否包括配偶
有否違規行為，例如單位有非法劏房
等，譚志源稱，深入審查制度的成效
建基於各有關方面的信任和合作，因
此審查制度的具體安排或個案內容，

或與此有關的細節資料須嚴加保密，
他不評論審查表格的內容。但他指出
，問責官員需要遵循守則，要有最高
的行為標準，以及遵守法紀，避免令
人懷疑出現利益衝突。

譚志源稱，陳茂波在八月已經多
次透過發表聲明及會面傳媒解釋事件
，他亦承諾與太太在任內，除了自用
目的外，會絕跡本港物業巿場。當
局不會就此事再作出進一步補充和
評論。

高官入職前須深入審查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

對派昨不滿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經常
發表批評反對派的文章和言論，在立
法會質疑其言論是否代表政府立場。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見下圖）表示
，只要不違反行會的集體負責制及保
密原則，行會成員是有自由發表意見
的權利。但如果言行引起公眾很大疑
慮，政府會作出澄清。

人民力量議員黃毓民昨在立法會
會議上提出質詢，指有行會成員經常
發表批評反對派的文章的言論，並指
名道姓張志剛，立即被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警告，指他違反議事規則第二十
五條：質詢 「不得包括人名或任何並
非為令質詢清晰而絕對必需的陳述。
」隨後反對派新丁議員毛孟靜追問時
又點名，再次被曾鈺成指違反議事規
則。

林鄭月娥表示，只要在不違反行
會的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的情況下，
行會成員與市民一樣有發表個人意見
的權利。如果個別成員違反這些原則
，行政長官會決定如何處理，並視乎
情況採取適當行動，包括勸喻、警告
、公開譴責、免除成員的職務或採取

法律行動。
至於如何界定行會成員的言論是

個人意見，抑或為政府推銷政策，林
鄭表示，行會成員本身有其他角色，
而香港是公平、公開及崇尚自由的社
會，公眾有能力明辨是非。雖然行會
並無機制監察行會成員符合保密制及
集體負責制的言行，但公眾仍可以透
過傳媒對其監督，如果公眾對行會成
員的言論有很大疑慮，政府會作出適
當回應。

林鄭：行會成員有言論自由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蘇錦

樑昨日重申，明白公眾希望盡快知道免費電視牌照的審批結
果，但由於無先例可循，所作決定會對免費電視市場影響深
遠，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正審慎嚴格處理三宗申請。他強調
政府處理過程沒有考慮過取消發牌，亦不涉及政治因素。

昨日立法會會議上，反對派議員馮檢基批評免費電視牌
照申請人已等候超過一千日，但仍未獲政府審批牌照，要求
當局交代原因，包括是否受到免費電視台施壓。蘇錦樑表示
，審批免費電視牌照的準則已清楚列明，須考慮申請人的財
政、管理、技術、節目的種類質素、服務開展速度，以及為
本地廣播業、觀眾及整體經濟帶來的利益等因素，而免費電
視台的反對或政治因素，不在考慮之列。

當局無取消免費電視發牌

【本報訊】反對派昨日在立法會緊咬行政會議成員林
奮強 「賣樓事件」不放，企圖用各種手段要求政府 「解畫
」，但一一受阻。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提出的緊急口
頭質詢，被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以無急切性為由否決。民協
立法會議員馮檢基更企圖利用其他質詢插問該事件，被曾
鈺成指違反議事規則。

胡志偉原本計劃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就行政會議成
員林奮強被指偷步賣樓事件，提出緊急質詢，但不獲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批准。曾鈺成以書面回覆指，胡志偉的質詢
並無急切性質，即使日後的立法會會議才提出該質詢，亦
不會失卻意義或減損效用。

曾鈺成拒緊急質詢林奮強

張宇人昨日在立法會表示，按照議事規則，議員
可在會上隨時提出修訂，他作為主席，只能判斷有關
動議、修訂是否與議題相關，而不能禁止議員提出，
若每條修訂最快要用兩分鐘處理的話，一百條修訂就
要三個多小時，如此類推，很難預計究竟要用多少小
時才能審議完畢。

社民連的梁國雄揚言，已就撥款申請擬定逾千修
訂，不排除開會時會提出更多修訂拖延時間，人民力
量亦會配合。梁國雄更表明不會理會其他反對派議員
的意見以及社會的反對聲音，會一意孤行、自行承擔
拖延撥款的責任。而民主黨的何俊仁雖聲稱不贊成
「拉布」，但就表示有不少 「技術性問題」需要向政

府查詢，會在周五的財委會上一一提出。公民黨主要
由黨魁梁家傑負責問問題，該黨聲稱，支持撥款的議
員等於認同政府將會在任內不會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議員要為此承擔政治後果。工黨李卓人則稱已準備了
多項書面問題，要求政府一一解答。

譚耀宗籲勿拖累老人家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 「拉布」只會拖累老人家

，難以評估周五是否能夠通過撥款。新民黨表明支持
撥款，該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如果有議員繼續在財
委會 「拉布」，是消耗大量社會資源；副主席田北辰
則呼籲政府 「企硬」，指讓步只會令任內五年施政，
舉步維艱。

政府多次表明長者生活津貼方案無修訂空間，亦
不會延長追溯期。工聯會則堅持七十歲以上長者可免
除資產審查。黨團召集人陳婉嫻表示，工聯會內部就
事件有激烈討論，要考慮他們的意見才有決定。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對於周五財委會能否順利
表決長者生活津貼撥款不感樂觀，現時工聯會不會就
投票意向表態。他說，今日工聯會將會與行政長官會
面，就施政報告的諮詢表達意見，會提及標準工時、

長者退休生活保障等議題，但未知是否有機會提及長
者生活津貼計劃。

余志穩倡多發一月生果金
此外，前社署署長余志穩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表

示，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長者生活津貼的撥款申請，
因為許多老人家現在很心急和確實有這個經濟的需要
。他認為，如果爭拗點是追溯期，可以用其他方法解
決，例如政府在財政預算案或施政報告，多發一個月
生果金，政府在以往都做過類似措施，這並不是壞的
先例。至於是否需要提高資產審查上限，余志穩說，政
府的資源是固定的，如果措施是希望扶貧，提高資產
上限會使獲得津貼的長者數量增大，導致資源平均分
配，而真正有需要的長者所得到的幫助會相應減少。

憂房屋問題成民怨計時炸彈

立法會昨晚開會時，一塊位於 1M 層的玻
璃突然爆裂（箭頭所指），發出巨響，令現場
不少議員都嚇了一跳。立法會秘書處事後表示
，已交由建築署跟進。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亦
在會上提醒議員，避免在爆裂玻璃下方的門口
出入會議廳。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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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委會主席張宇人指反對派擬提出多項修訂，
對明日審議長津撥款申請獲通過不感樂觀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本報訊】年底舉行的人大選舉，有多名政界猛人參選
，選情激烈且暗潮洶湧。現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副
會長黃國健，就可能讓路予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不再參與
競逐。記者昨向黃國健查詢，他坦言，工聯會希望能在三十
六個位中爭取三個，但難度太大，若最終工聯會內決定只派
兩人，自己願意讓路。

黃國健讓路吳秋北選人代

▲王國興（圓圖）促請當局完善房屋政策，助市
民解決住屋需要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立法會「佛
山幫」，左起
：葉劉淑儀
、林健鋒、
李慧琼

本報記者
朱晉科攝

立會議員多「皇仁仔」
■ 「佛山幫」人多勢眾， 「皇仁仔」在立法會的勢力亦

不容小覷。下個月是皇仁書院一百五十周年慶，將在會展筵
開一百九十席。六名身為皇仁校友的立法會議員，包括：地
產建造界石禮謙、醫學界梁家騮、工程界盧偉國、公民黨湯
家驊、會計界梁繼昌及民主黨胡志偉都將上台表演。

◀立法會明
審議長者津
貼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