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者生活津貼（長津）撥款昨日第四度
「闖關」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但社民連 「長
毛」 梁國雄大玩拉布，提出300項 「垃圾修
訂」 ，議員開足三節共六小時的會議，只審
議了176項修訂，包括工黨提出的9項修訂
，表決遙遙無期。長毛卻宣稱，期盼長津的
長者不應太過自私，如果撥款獲得通過，日
後便難以迫使政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本報記者 戴正言

長毛反譏盼長津老人自私
三百項垃圾修訂第四度阻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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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已取得足夠贊成票通過長津撥款，但由於
反對派自上個月來的多加阻撓，能讓四十萬長者受惠的
撥款申請遲遲未進入表決階段。多個政黨昨日在會議開
始前表示，希望當日完成表決。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
稱，工聯會雖不支持政府的原方案，但不會參與任何拉
布，希望長者盡早得到應有的福利。而民主黨、公民黨
等反對派亦反對拉布，指議員不應癱瘓議會，將長津的
審議無限期地拖下去。

圖無限期拖延審議
對於有長者希望早日獲得津貼，長毛卻宣稱，長者

不應該太過自私，如果撥款獲得通過，日後便難以迫使
政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為達到個人目的，長毛昨在會
議開始時，企圖一不做二不休，提出中止待續議案，但
財委會主席張宇人不批准。

財委會秘書解釋，梁國雄上周曾就長津撥款提出過
中止待續被否決，雖然財委會程序並無禁止議員再次提
出中止待續，但主席可根據大會議事規則作出判決。長
毛不接受解釋，仍不斷追問，最終張宇人宣布休會十分
鐘，向他解釋有關程序。

隨後長毛提出300項垃圾修訂動議，內容包括分別
就長津的金額調整期，及入息和資產上限，不斷玩數字
遊戲。例如第一項動議提出政府每一年檢討一次，之後
只是改動年數和每年檢討次數，提出 「一年兩檢」、
「兩年一檢」直至 「十年十檢」，目的純粹是為了拖延

時間。
議員昨日開足三節共六小時的會議，但只審議了

176項修訂議案，結果全部為否決。

張建宗：匪夷所思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會後表示，對撥款申請未

能表決感到失望，但尊重議會程序。至於有議員拉布，
他表示不便批評，但希望議員能理性包容地審議撥款，
不要刁難和難為長者。張建宗也直言，政府已表示將來
會全盤考慮扶貧政策，而議員不允許政府提前實施一些
惠民政策，是匪夷所思。

張建宗強調，長津絕對無修訂的空間，他已向張宇
人提出，下星期加開一節兩小時的財委會會議，繼續審
議計劃。至於政府是否已無可能在三月如期推出計劃，
張建宗沒有正面回應，只表示政府會繼續爭分奪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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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長者生活津貼撥款一拖再
拖，多個團體昨趁立法會再次審議撥款，
到立法會外請願，抗議反對派拉布阻撥款
，呼籲立法會以先通過、後改善的原則，
讓長者早日受惠。民建聯的代表遞交逾三
萬個市民簽名，反映市民期望撥款盡早獲
得通過的訴求。

逾三萬市民簽名
民建聯本周在全港發起 「反拉布 快

通過 後改善」簽名行動，促進立法會以
「先通過 後改善」原則，盡快通過撥款

申請，然後再繼續向政府爭取改善，短短
幾日已收集了30189個市民簽名。三十多
名民建聯地區人士，昨日向立法會議員遞
交收集的簽名，反映不少市民期望立法會
能盡快通過撥款，讓 「長津」計劃早日落
實。

民建聯的代表指出，特區政府建議設
立 「長者生活津貼計劃」，以協助經濟貧
困長者安享晚年，但因部分立法會議員
「拉布」拖延，有關建議延至今日仍未獲

得表決通過，令為數超過四十萬長者未能
及早受惠。民建聯認為， 「長津計劃」雖
有可完善之處，但立法會不應該以無休止
的 「拉布」，拖延落實該項計劃。

而公民力量亦率領數十名長者到立法
會請願，並向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遞
交一張 「蓆」，諷刺反對派拉布 「磨爛蓆
」。

落實後再作檢討
公民力量的代表認為，立法會議員確

有責任代表市民要求政府提交一個相對完
善的方案，方行通過實施，而政府亦不應
漠視社會上提高審查資產上限的普遍共識
，拒絕就方案作出合理的修訂。公民力量
要求， 「長者生活津貼」計劃落實後，政
府須於一年內作出檢討，把資產上限提高
一倍，並容許夫婦可各自以個人名義申請
津貼。

【本報訊】上星期五，民間組織愛港之聲聯同一
批市民在立法會外請願，抗議反對派拉布，促請立法
會盡快通過長者生活津貼撥款，豈料遭到梁國雄暴力
對待。

愛港之聲昨日去信立法會秘書長及立法會議員，
直斥梁國雄行為不檢，嚴重影響立法會形象及公信力
，要求立法會成立紀律聆訊小組調查事件。

愛港之聲發言人高達斌指，十一月九日傍晚，愛
港之聲與一批市民在立法會大樓外警方指定的示威區
內請願，至到晚上10時多財委會會議結束後，梁國雄
離開大樓時，主動走近他們的示威區，用手機非常近
距離地拍攝並且 「手指指」，令他們感到驚恐。期間
，市民麥小姐問梁國雄為何要拍攝，但梁國雄反問

「我為什麼不可以拍你」，其後雙方開始發生碰撞，
梁國雄還 「戳」中麥小姐的眼睛，另一成員彭小姐在
混亂間手臂被撞瘀，更有成員跌倒，當中包括老人家
，麥小姐和彭小姐遂報警求助，隨後被送院驗傷及到
中區警署落口供，事件現由重案組跟進。

高達斌在信中表示，梁國雄已做出了不容反對他
的人發聲的行為，嚴重影響立法會形象及公信力，社
會各界必須嚴肅正視議會的暴力文化擴散到議會外。
愛港之聲現強烈譴責梁國雄身為立法會議員暴力對待
巿民，要求立法會成立紀律聆訊小組調查事件並根據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 「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
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以宣告其喪失
立法會議員資格。

【本報訊】民主黨黃碧雲上周被指投錯票
，但事後不肯認錯，抵賴機器問題，將責任推
卸予秘書處的技術人員。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
昨日在內務委員會上表示，技術人員已加裝數
據記錄儀，記錄議員按掣的訊息，方便追查。

黃碧雲投錯票賴機器
鑑於上周內會及財委會，都有議員懷疑電

子投票系統出現問題，聲稱顯示的結果與自己
所投的票不同，立法會秘書處技術人員已加裝
數據紀錄儀，記錄議員按掣的訊息，方便追查
。陳維安提醒議員，在主席宣布結果前，都可
以核對投票是否正確。

被指投錯票的民主黨黃碧雲，仍不肯認衰
，形容事件不幸，要求秘書處完善投票顯示系
統，不過就遭到人民力量陳偉業責難，認為有
人把責任歸咎秘書處技術人員。而民建聯蔣麗

芸則指出，上周在財委會聲稱投票系統有問題
的公民黨陳家洛，在投票前曾經飲酒。

此外，內務委員會以三十二票贊成，二十
六票反對，四票棄權，通過公民黨梁家傑提出
的動議，在二十八日的大會，辯論行政會議成
員林奮強賣樓事件及休假安排。

防反對派按錯掣唔認數

▲數據儀可記錄議員按掣的訊息，方便追查

▲民建聯地區人士昨向議員遞交收集的簽名，反映市民期望立法會能盡快通過長者生活津貼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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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名長者昨到立法會請願，並向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遞交一張「蓆」，諷刺反對派拉布「磨爛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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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竟罵張宇人混帳
圍繞表決時出現的技術問題爭執頻頻，為本屆

議會一大 「特色」。昨日財委會開會，公民黨的湯
家驊又投訴投票顯示器的顯示時間太短，要求重看
結果。主席張宇人認為湯家驊不信任自己的判決，
不禁發火。湯家驊不服，竟罵張宇人 「混帳」。

財委會昨審議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申請，社民連
長毛大玩拉布，提出過百項修訂。工業界議員林大
輝因此動議表決修訂議案的時間，由五分鐘減至一
分鐘，最終以24票贊成，5票反對，15票棄權通過
，但有議員稱投票顯示器顯示結果時間太短而看不
到，湯家驊更要求重看結果。

張宇人表示，公布投票結果前，已要求議員核
對投票，無必要重看電子顯示的結果，秘書處亦稱
操作上不可行。但湯家驊繼續緊咬問題不放，令張
宇人不禁發火，質疑湯家驊是不信任他的口頭公布。

湯家驊不服，大罵張宇人 「真係混帳」，不要
亂發老人家脾氣，並揚言 「你不中意聽，可以趕我
走。」最後由葉國謙提出 「中止辯論」，他指議會
不應偏離主題， 「看直播的市民見到我們就熒幕問
題不停吵嘈，心裡面會如何想。」

陳健波教梁繼昌用電腦
反對派使盡詭計阻長者生活津貼撥款審議。昨

日在財委會上，有建制派議員要求主席將議員逐一
讀出修訂內容的做法，改為只將內容顯示在屏幕上
，以縮短處理修訂的時間，但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
繼昌卻以屏幕安裝在座位上方看不到為由，堅持必
須讓議員讀出修訂內容，以拖延審議的時間。

不過梁繼昌真的看不到修訂內容嗎？當然不是
啦！按照立法會的設計，每名議員桌面上都有一個
顯示器，播放會議內容，梁繼昌聲稱自己 「看不到
」，若不是不熟悉議會運作，就是故意阻撓，連保
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也看不過眼，利用休會時間
，特意走到梁繼昌的座位，手把手教他如何利用桌
面的顯示器看修訂內容。

長毛涉戳傷請願市民
團體促立會聆訊譴責

▲愛港之聲上周五聯同一批市民在立法會外請願時
，遭到梁國雄暴力對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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