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萬長者明年4月有錢收

政府巧變陣
長津終過關

經七次會議、討論逾29小時的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申請有戲劇性發展。政府昨
日 「變陣」 將25億元追加撥款撥入下個財政年度，只就開設職位處理長者生活津
貼計劃申請撥款，由於財委會主席張宇人裁定有關文件是新文件，社民連梁國雄
早前提出的300多項修訂無須再討論，只就新文件進行表決，最終通過撥款。政
府表示，通過聘請人手的同時，等同通過長者生活津貼計劃，首批29萬名合資格
長者最快可在明年4月獲發5個月的津貼。特首梁振英對長津通過表示欣慰，重申
特區政府重視行政立法關係，期望與立法會繼續合作改善民生。

本報記者 馮慧婷 陳錦輝 黃裕勇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舉行兩節共四小時的
會議，第七次討論長者生活津貼撥款。原計劃是
要處理上次會議未處理的、由社民連梁國雄（長
毛）提出的 113 條修訂，以及其今日新提出的
189條修訂，但由於特區政府在開會前提交文件
，指出由於財委會至今未能通過 25 億元追加撥
款用以發放長者津貼，有關計劃的推行時間可能
要由明年 3 月押後至 4 月，故涉及的追加撥款
將撥入下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目前僅須申請
2,300多萬讓社署增聘人手以籌備計劃。

補充文件令垃圾修訂作廢
政府認為，有關文件是一份補充文件，當中

只涉及會計安排，但在會上經過議員約一小時的
討論後，主席張宇人認為，該文件有關鍵性的修
改，最終裁定為新文件，並提醒議員可重新對有
關文件提問或修訂，但梁國雄早前提出的逾300
項修訂，則因原文件已被撤回，不再討論。

經過約 40 分鐘討論，主席張宇人兩次問議
員是否還有發言，在無人繼續發問下，即舉行表
決，結果以24票贊成、3票反對、3票棄權，通
過新文件內的撥款申請，開設職位籌備長者生活
津貼計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謝曼怡
在會上表示，通過聘請人手的同時，等同通過長
者生活津貼計劃，在下個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會再
審議計劃涉及的25億7,520萬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撥款獲得通過後
表示，對立法會通過撥款感到欣慰和鼓舞，社署
會從速開展各項準備工作，目標在明年四月推出
計劃，獲發的津貼金額可追溯至本年 12 月。即
首批 29 萬以前曾申報過的合資格長者，最快可
在明年四月，一次過獲發5個月的津貼。政府亦
會在一年後檢討有關計劃。至於政府預計合資格
申請長津，但需要資產審查的約 11 萬名長者何
時提出申請仍有待當局決定，但估計這批長者將
與29萬名「自動轉換」長者一樣，發放長津日期會
以今年12月1日開始計算。

對於有議員認為，政府於開會前才突然提交
文件，是 「偷襲」，張建宗回應稱，政府一直認
為提交的是補充文件，但最終主席裁定為新文件
，才重新開始討論的，完全按照議會程序進行，
並無 「偷襲」。

按議程行事無變相「剪布」
張宇人亦強調，自己根據議事規則行事，並

無配合政府，且進行表決前，已多次詢問議員有
否提問。對於有意見認為，他裁定政府的補充文
件是新文件，令梁國雄早前提交的動議無須再討
論，是變相 「剪布」，張宇人認為，如果議員希
望繼續拉布，可以即席再提出動議，並不覺得是
變相 「剪布」。

正在廣州出席2012年第11屆香港珠三角工

商界合作交流會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對於財委會
通過長津撥款申請表示欣慰，並笑稱 「一來廣州
就有好消息，看來我要多來廣州。」

梁振英在接受媒體追訪時說，自己是晚上7
時收到同事消息的，知道立法會財委會通過相關
撥款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與特區政府的一個主
要的任務，就是不斷改善和提高香港人民的生活
質素密切相關，這意味着長者每個月可以領到
2,200 港元的政府津貼，改善他們的生活。梁振
英重申，特區政府重視行政立法關係，期望與立
法會繼續合作，改善民生。

此外，財委會在討論政府提出的新文件前，
亦以 28 票贊成、32 票反對、1 票棄權，否決由
工黨李卓人提出的中止待續審議長者生活津貼計
劃。

議員對通過撥款感意外

漠視議程解釋長毛事後發難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長者生活津貼
獲得戲劇性通過，有議員表示意外，認為並非政府意
料之內，可能是部分反對派不贊同拉布，故無心戀戰
，通過屬 「天意」，並建議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以
生果金出 「雙糧」的方式，補貼長者在拉布中損失的
長津款項。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本以為要花很多時間討
論有關長津的新文件，沒想到後段沒有太多議員發言
，對成功通過感到意外， 「不是突擊，我見張建宗也
很緊張，相信並非他預計到」。對於長者少收了兩個
月長津及延遲領款，譚耀宗說，民建聯會建議政府在
財政預算案中向長者提供補貼，方法包括生果金出
「雙糧」，又形容今次的拉布事件，是暴露了議事程

序的漏洞，有需要堵塞。
工聯會的王國興批評，財委會要七度審議長津撥

款，令長者少收津貼外，亦要延遲領取款項，情況並
不理想，又希望政府未來調整現時安排，70 歲或以
上的長者毋須資產審查。他認為，反對派在投票前沒
有發言，是部分人亦不贊同拉布，故無心戀戰，而財

委會需要修改現時漏洞，阻止議員無限次提出瑣碎、
無聊、無意義的修訂。

新民黨田北辰認為，今次能通過長津是 「天意」
，認為當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謝曼怡已清
楚講明，有關開設職位的撥款議案獲通過的話，是等
同通過長者生活津貼的建議，而反對派可能是被工黨
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分散注意力。田北辰說，今次是
「經一事長一智」，議員將會更熟悉議事規則。

不過，反對派在參與投票後又大罵，稱政府 「硬
闖」立法會，做法不光彩，令行政立法關係只有更差
，質疑政府早有預謀，雖然是技術上可行，但法理上
仍有商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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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財委會 「突然」
表決長津，一直聲稱要拉
布到明年的社民連梁國雄
明知理虧，矢口抵賴，指

責主席張宇人不按程序辦事， 「扼殺」 他提出修
訂的機會。不過，事實上張宇人在會上已講明議
員可就新文件提出問題或修訂，在宣布表決前亦
兩度詢問是否有議員要發言，但當時梁國雄只顧
嘈吵，完全不理張宇人的解釋。

張宇人表示，早於昨日下午約2時，已收到
政府的預告，表示要提交補充資料，其後於下午
4時收到政府提交一頁文件，表示原來撥款申請
中的（a）部分，追加25億多的撥款，不再需要
，但（b）部分開設職位的撥款則仍然生效。

經過議員近一小時的發言討論，張宇人裁決
，由於抽起（a）部分後，應視作新文件處理，撤
走原文件，討論新文件，故議員可就新文件提出

問題及修訂，而梁國雄早前針對

「舊文件」提出的300多項修訂，亦無須再討論。
裁決一出，政府一度申請休會五分鐘，研究

如何處理張宇人的裁定，但最終決定接受裁決，
重新開始討論。不少反對派議員當時都讚張宇人
判斷正確，更有人估計撥款申請將會一拖再拖變
得更曠日持久。

恢復討論後，工黨李卓人曾提出終止待續動
議，但經過約一小時的討論，最終被否決。其後
陸續有議員就新文件發言，包括梁國雄在內亦最
少發言兩次。

主席曾兩問議員是否要發言
約40分鐘後，張宇人詢問是否有議員要發言

，當時並無人示意，於是張宇人又問了一次，仍
未見有表態，他隨即以主席身份表明，將就文件
表決，要求贊成的議員舉手。待贊成的議員舉手
後，他又要求反對的議員舉手，但此時在座位上
的梁國雄似乎「矇查查」不知道為何投票，只是笑
着舉起手說：「他們投了贊成，那我們就投反對。」

不過，當張宇人宣布要記名表決，表決鐘響
五分鐘時，梁國雄就突然 「如夢初醒」 ，開始破
口大罵，更一度拍枱、衝上前與張宇人理論。其
他反對派議員亦聲稱不清楚表決項目，質疑張宇
人沒有按程序做事，各人七嘴八舌，亂成一團。
最終，五分鐘過去，大部分的反對派議員都未有
按鍵投票。

梁國雄死不服輸，他在會後揚言，政府會將
20多億撥款納入下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中，他屆
時便一定會再拉布，又指責張宇人不讓他提修訂
。不過，據悉當時梁的助理身在旺角，想提出修
訂也難。

據梁國雄的助理透露，原以為昨日的會議主
要處理針對原文件所提出的逾300項修訂，但財
委會主席張宇人裁定，政府的補充文件是新文件
、早前的修訂無須再討論時，由於他身處旺角，
未能及時為梁國雄準備好針對新文件的修訂，其
後趕回立法會準備文件，已進入投票階段，為時
已晚。

特稿

本報記者 戴正言

長津計劃投票結果
贊成：

葉國謙 陳鑑林 陳克勤 葛珮帆 蔣麗芸
鍾樹根 梁志祥 陳恒鑌 何俊賢 劉皇發
林健鋒 梁君彥 馬逢國 吳亮星 姚思榮
黃定光 陳健波 梁美芬 廖長江 謝偉銓
張華峰 盧偉國 田北辰 潘兆平

反對：

涂謹申 胡志偉 單仲偕

棄權：

田北俊 易志明 鍾國斌

缺席／無投票：

陳婉嫻 王國興 黃國健 麥美娟 鄧家彪
郭偉強 譚耀宗 李慧琼 葉劉淑儀 方剛
石禮謙 林大輝 謝偉俊 劉慧卿 何俊仁
李卓人 梁耀忠 馮檢基 李國麟 湯家驊
何秀蘭 梁家騮 張國柱 梁家傑 梁國雄
陳偉業 黃毓民 毛孟靜 范國威 莫乃光
陳志全 陳家洛 黃碧雲 梁繼昌 郭家麒
郭榮鏗 張超雄 葉建源

註：主席曾鈺成和財委會主席張宇人不投票。

▲

梁國雄在張宇
人解釋審議項目
時只顧嘈吵，表
決後才發難稱指
示不清

▲有議員對於長津獲得戲劇性通過表示意外，認
為並非政府意料之內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29萬名合資格長者最快可在明年4月獲發5個月
的長津

▲張建宗表示，社署會從速開展各項準備工
作，目標在明年四月推出長津計劃

▲張宇人強調，自己根據議事規則行事，並
無變相 「剪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