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毛又玩拉布
長津發放無期
4040萬長者痛失萬長者痛失44004400元元

立法會財委會第一
次審議長者生活津
貼（下稱長津）撥
款申請，原定召開

六小時的會議，但會議一開
始，工聯會陳婉嫻就代表福
利事務委員會動議 「中止待
續」 議案，希望押後表決撥
款。 「中止待續」 議案最終
獲得通過。

財委會舉行特別會
議，反對派議員在
會議一開始便打消
耗戰，重複有關長

津的提問，先連番批評當局
不應設資產審查，又把全民
退休保障和長津掛鈎，拖延
會議時間。結果四小時的會
議內未能表決，令 40 萬名
受惠長者最少少收一個月的
津貼。

財委會舉行連續三
節共六小時的會議
，第三次討論長津
計劃撥款申請。但

反對派仍然大玩 「車輪戰」
，重複提問。社民連梁國雄
（長毛）提出的過千項修訂
留待下次會議審議。政府對
結果表示失望，計劃極可能
難以如期在明年三月推出。

財委會第四度開會
審議長津，梁國雄
繼續大玩拉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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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國雄卻宣稱，期盼長津的長
者不應太過自私，如果撥款
獲得通過，日後便難以逼使
政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第五次開會，梁國
雄繼續 「拉布」 ，
財委會兩個小時的
會議，全部用作否

決梁國雄的 「垃圾修訂」 ，
完全沒有就長津作討論。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希望
能顧及 40 萬名長者的福祉
，個別議員不要再「拉布」。

梁 國 雄 繼 續 提 出
「垃圾修訂」 拉布

，財委會昨晚開會
六小時仍未能表決

長津的撥款，40 萬長者痛
失兩個月共 4,400 元的長津
。有議員狠批梁國雄的拉布
行為，指其行為是不知所謂
，並希望召開無休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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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長者生活津貼何時通過，
決定權竟然操縱在 「拉布劇」主角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的手上。而他昨日開會時還能 「寓工作於娛樂」，一邊宣讀
「垃圾修訂」，一邊觀看網上足球短片，逼使20多位立法會

議員和政府官員與他一同呆坐立法會六小時，白白浪費公帑
。有議員大嘆無奈，指梁國雄一人便騎劫了議會，並向失去
兩個月長津的長者致歉。

財委會昨日再花六小時審議長津，令不少議員都體力透
支，如民建聯的陳克勤在昨早九時便出席立法會會議，至晚
上仍要面對梁國雄的拉布。不少建制派議員亦坐足全程，結
果只能成為 「投票機器」。相反，梁國雄一人便控制了整個
議會，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他一人在宣讀 「垃圾修訂」，更離
譜的是，他竟然在等候表決期間，上網觀看足球短片，而且
看完一段又一段，包括巴西國家隊的比賽，實行 「寓工作於
娛樂」。

騎劫議會 議員狠批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在facebook上大嘆， 「某些議員

在會上繼續拉布，浪費時間。議員職責應是為市民做實事，
我與田北辰兩人今天要在這些拉布動議上投票，實在無奈。
」該黨的田北辰亦大嘆無奈，指昨日是他最失望和自覺不中

用的一日，因為他推了所有工作，希望可以順利就長津
撥款作表決，但最終令長者失望， 「我要向40萬長者
致歉，因為我幫不到你們。」

民建聯的鍾樹根表示，區內有很多長者不斷追
問，究竟要何時才能獲發長津，他希望梁國雄在
「表現政治姿態」後，能盡快通過撥款，讓長者

可以早日受惠。

多項民生議案多項民生議案遭耽誤遭耽誤

財委會昨日加開一節會議，全晚三節共六小時會
議，但全數用於表決梁國雄提出的 「垃圾修訂」。過
去的會議已經表決了240多項修訂，尚餘164項修訂需
要表決，按每分鐘可表決一項修訂計算，六小時會議
足夠完成表決所有修訂，並能趕在11月最後一日通過
撥款，讓40萬長者可取得2,200百元的長津。

厚顏認離譜明忽視長者
會議在下午 3 時開始，開始時已有建制派議員表

示不滿，新民黨的田北辰在會上澄清，若果梁國雄不
再增加新的動議，財委會絕對有時間表決所有修訂，
40萬長者能取得長津。民建聯的葉國謙亦批評，所謂
的修訂都是無聊瑣碎， 「簡直是不知所謂！」工聯會
的王國興就指，梁國雄是強迫議員不斷㩒表決掣，白
白浪費公帑。不過，梁國雄就厚顏說道， 「我係離譜
呀」，根本沒把長者的利益放在眼內。

就在晚上六時，財委會主席張宇人表示，收到梁
國雄再提交 200 項修訂動議，而其後張宇人先審閱部
分修訂，並批准了100 項修訂動議，意味着11 月的最
後一個財委會會議未能就長津的撥款作表決。事實上，
梁國雄提出的「垃圾修訂」，包括與其他國家就長津一類
的津貼作交流，但國家的名字便由中東橫跨至歐洲，
單是國家名字便數以百計，完全是浪費議會的時間。

田北辰憤而離場表不滿
而會議進行過程中，田北辰又批評梁國雄拉布，

以一人之力騎劫議會，不滿離場。田北辰說，自己拿
了人工在議會內按鐘表決，卻幫不到長者，對此感到
慚愧，向全港長者致歉。田北辰指，如果財委會通宵
開會審議撥款，他亦樂意奉陪。

王國興因為知道昨晚不能就長津撥款作表決，於
第三節會議開始時，重
提他的 「無休

止會議」方案，希望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可以再諮詢委
員會成員的意見，在12月尋找適當時間作無休止會議
，否則應由張宇人帶領財委會尋找可行方法，而張宇
人就表示，會在會議結束後處理。長津最終在梁國雄
拉布下而未能表決，而其他反對派議員亦深感不妙，
有反對派議員承認，如今他們是騎虎難下，但又沒有
方法阻止梁國雄，結果令反對派和政府兩敗俱傷。

政府立場鮮明理據清晰
張建宗在會後表示，對六小時會議仍未能表決長

津撥款感到失望，但政府會尊重議會程序，強調政府
以務實、誠懇的態度處理，若要通宵開會，政府亦會
配合議員要求。被問到政府會否讓步，他重申，政府
的立場鮮明，理據清晰， 「政府其實在整件事是拿了
最好的建議出來，所有可改善的空間已放了入去，亦
拿出最大的誠意。」張建宗又承諾，長津落實一年後
便會作檢討，而扶貧委員會內的專責小組亦會研究退
休保障問題。

張宇人表示，今日共表決逾 200 項修訂，但由於
梁國雄再提出了200項修訂，因此仍有逾100項修訂待
為表決；至於無休止開會則要考慮一籃子因素，他會
收集議員的意見，並研究如何處理有關問題。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第六度審議長者
生活津貼的撥款，在社民連梁國雄繼續提出
「垃圾修訂」 拉布下，昨晚仍未能表決，
40萬長者痛失兩個月共4,400元的長津之
餘，當局亦或未能按進度於明年三月開始發
放津貼。

議員狠批梁國雄的拉布行為，指不斷提
出無聊瑣碎的修訂，阻礙長者領取長津，行
為是不知所謂，並希望召開無休止會議。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對未能表決感
到可惜，強調政府已拿出最大的誠意，並已
向財委會提出，希望下周的會議再跟進長津
問題。 本報記者 戴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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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津被拖延
事件簿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反對派議員社民連的梁
國雄再用拉布的伎倆，令長者共失去了兩個月的長者生活津貼
，有建制派議員批評，梁國雄的行為令全城反感，更令其他需
要得到撥款申請的民生事項 「大塞車」，會研究會議程序，了
解是否有方法終止其拉布行為。

財委會主席張宇人指，昨日會議仍有兩個項目尚未審議，
包括下年度司法人員薪酬調整，以及少數族裔學生的考試費減
免計劃改善建議，將要撥至下周再議，但下周亦有調整長者醫
療券金額和向法援注資兩項議案，因此若政府沒有要求調動先
審長津撥款，財委會將要先審議這四項撥款申請。

建制派研改議程 「剪布」
民建聯葉國謙表示，梁國雄的行為令全城反感，亦是物極

必反，不少市民向他反映，指梁國雄浪費公帑， 「市民的反彈
很大，一路損失的都是老人家。」他提到，其他要財委會審批
的民生事項若出現 「塞車」情況，梁國雄的責任就會更大，同
時亦影響政府施政。葉國謙又認為，靠梁國雄良心發現和自律
是不可能的事，而會議規則在具體上仍有很大修訂空間，建制
派正研究規則內有沒有表明不容財委會主席行使權力剪布，裁
定修訂是瑣碎無聊而終止拉布，但目前只能靠民情反抗梁國
雄。

工聯會王國興指出，現時梁國雄的拉布行為猶如一條 「看
不到盡頭的隧道」，他在 11 月的拉布行為是清清楚楚，不容
抵賴。他引述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在休會時向他說，昨晚有可能
完成表決修訂，王國興反指對方是過分樂觀，認為根本不可能
就撥款表決。王國興解釋，他提出召開無休止會議，是希望以
此 「自殘方法」，盡快能就長津撥款作表決。

至於在財委會會議中多次表達不滿的新民黨田北辰表示，
本以為梁國雄會臨崖勒馬，會計算好增加的修訂，在昨晚會議
預留15分鐘時間通過撥款，放過40萬名受惠長者，但最終仍
然拉布拖垮撥款表決。他批評，若果是政治議題，梁國雄拉布
表達意見亦無可厚非，但今次是民生政策，長者可每月額外取
得 1200 元，梁國雄仍堅持拉布。他表示支持通宵開會， 「最
好由12月1日通宵到31日。」他又指，經過今次事件後，令
他決定支持修改會議程序來防止反對派無止境的拉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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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辰（左）不滿長毛騎劫議會離場。旁
為葉劉淑儀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在長毛梁
國雄繼續拉
布下，財委
會昨晚仍未
能表決長津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 張宇人表
示，會再處
理 「無休止
會議」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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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在等候表決期
間上網觀看足球短片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長者早前到立會抗
議議員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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