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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加風政府應推解困措施 長毛拉布怙惡不悛

社 評 井水集

消費者委員會昨日發表過去一年的
物價變動指數，十二類超市貨品包括糧
油、罐頭、奶類及清潔用品等平均加價
百分之六點八，其中多款暢銷罐頭及雞
蛋的加幅更逾兩成，反映漲風勁吹下，
市民生活開支增加及深感無奈與無助的
事實。

眼前這一股物價漲風，已經持續了
超過一年時間，而且波及的層面十分廣
泛，原因也相當複雜。昨日消委會發表
的主要是來自三大超市的統計，其實，
其他零售層面如街市、士多、藥房、小
食店，加幅同樣也不小；過去普羅市民
嫌超市東西貴可以改去光顧街市，但今
次這股加風卻無所不在、避無可避。

眼前，最足以反映這股強勁加風的
例子，相信非牛肉莫屬。自去年中以來
，內地供港牛隻的批發價即不斷上升，
原因包括飼料價格上漲、本銷需求增加
、運輸費用激增等多個環節，累積下來
，迄今超市、街市牛肉的零售價已貴了
近四成，澳紐、南美、美加、日本等外
地入口的高級牛肉基於同樣原因，售價
亦拾級而上，正是 「平有平加、貴有貴
加」 ，令到牛肉這一本港市民的基本肉

食已幾乎成為奢侈品；過去一碟菜心炒
牛肉被視為家常小菜，今天，不少基層
主婦在街市牛肉檔前只能問問價、搖搖
頭或索性繞道而去， 「三月不知牛肉味
」 ，在基層家庭已非誇張之詞。

在無情加風之下，基層市民生活已
感受到頗大壓力，如何維持長者生活質
素不至進一步下降，以及少年兒童成長
發育所需營養不至缺乏，更成了突出的
問題，亟須特區政府正視和給予援手。

本月初，俗稱 「雙倍生果金」 的長
者生活津貼二千二百元首次發放，連同
過去四個月的 「補水」 四千四百元，對
不少清貧長者來說，確有 「久旱甘霖」
之欣悅。梁振英關顧弱勢社群，上任第
一件事就是力推 「長津」 ，但是，眼前
這股加風，很快就會把老人家這一點 「
意外之財」 也吞噬而去。

同樣，去年特首首份施政報告發表
後，一度偃旗息鼓的 「扶貧委員會」 重
新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掛帥，
醞釀已久的訂立 「貧窮線」 議題亦再次
提上議事日程。還有由政府與商界 「對
口」 成立的 「關愛基金」 ，亦繼續推動
政府主流計劃以外的扶貧工作。那麼，

眼前正是特區政府、扶貧委員會、關愛
基金大顯愛心、大展拳腳的時候了。

而所謂 「遠水難救近火」 ，儘管政
府衛生及福利局、扶貧委員會和關愛基
金都有很多長、短、中期的工作在做，
都在致力於為弱勢社群解決各種生活問
題，但眼前對基層和弱勢市民來說，沒
有比應對物價上漲更為具體、迫切的問
題了，特別是不少扶貧、關愛項目重點
在長期脫貧，但物價這匹 「脫韁野馬」
不會等人，每日去超市街市的兩餐飯錢
菜錢以及各種家庭用品開支是要 「現兜
兜」 拿現錢去買回來的。

因此，過去曾經有人建議過的，在
通脹等 「非常時期」 ，政府向弱勢社群
、基層市民按照 「長津」 、綜援及老幼
人口等標準，每月發放一定數額的 「生
活津貼」 或 「購物券」 ，是一個比較切
實可行的建議，值得當局認真考慮。

當然， 「通脹生活津貼」 只是一項
權宜之計，有別於其他長遠扶貧措施，
只宜推行一個短時期，目的是幫助基層
市民和弱勢社群緩一口氣，渡過眼前的
物價難關。此議如經有關部門研究認為
可行，應盡早予以推行，以解燃眉。

立法會明日審議特區政府財政預
算案。

眼前，特區政府施政步入正軌，
各方面都在開展一些新規劃和新項目
，在在需財；其中，特別是一些大型
基建項目，撥款一旦受阻，勢必又會
如當年 「西九」 及港珠澳大橋般要面
對造價成本大幅上漲的問題，因此預
算案有關撥款可說急不容緩。

另一方面，本港物價正颳起一股
相當凌厲的加風，基層市民、弱勢社
群首當其衝，生活壓力倍增；在此情
形下，政府發給的綜援、 「長津」 和
生果金如有什麼阻滯，對基層市民的
生活必帶來重大影響。

同樣，十六萬公務員及加起來共
三十萬機構員工的薪酬福利支出，每
年亦需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審議及得
到通過，如有阻礙，受影響的將會
是數十萬個家庭近百萬人的生活，
更會直接影響到政府各部門的日常運
作及對市民的服務，後果可說非常嚴
重。

然而，就是這麼一項嚴肅、重大
、不容拖延的財政預算案審議工作，

議員 「長毛」 及黃毓民等人竟然再度
故伎重施，提出了多達八百項的所謂
修訂，實行 「拉布」 ，務求要將預算
案 「置諸死地」 ，令特區政府有令難
行、有政難施，甚至陷入發不出公僕
薪水、發不出基層福利、減免措施推
行不了的 「財困」 窘局！

因此， 「長毛」 等人此舉，不是
與梁振英、曾俊華作對，也難不倒梁
、曾和政府，他們實際上是要和全港
市民，和公務員、基層市民，包括長
者、綜援戶和老弱傷殘人士作對，令
他們的生活百上加斤、苦上加苦，日
子更加難過，再一次暴露了他們為達
目的、不擇手段以及 「講一套、做一
套」 的醜惡嘴臉。

財政預算案一旦六月份前無法在
立會通過，政府便要撤回重寫，各項
開支馬上有 「斷炊」 之虞；在如此甘
冒全港市民大不韙的嚴峻局面下，其
他反對派議員已紛紛明哲保身、大打
「退堂鼓」 ，只剩下怙惡不悛的 「長

毛」 等四人，又豈會有好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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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政府代繳租金阻政府代繳租金
殃及殃及7474萬公屋戶萬公屋戶
【本報訊】反對派揚言在審議財政預算案撥款

時拉布，隨時殃及74萬公屋租戶。運輸及房屋局表
示，處理代繳公屋租金需時，若議員拉布，將無法
於8、9月實施安排。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呼籲，各黨
派的議員要以公眾利益為重，反對拉布。

財政預算案建議為公屋租戶代繳2個月租金，
惠及74萬戶，預計開支21.5億元。立法會房屋事務
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代繳租金等事宜。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關注有議員揚言將在審議財
政預算案撥款時拉布，擔心政府未能及時取得撥款
應付日常運作，甚至拖慢代繳租金的進度，令數以百
萬計的公屋居民受影響。他呼籲不同黨派或沒有黨
派的立法會議員，要以公眾利益為重，反對拉布。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王天予表示，代繳公屋
租金需大量處理前期工作，需時約2個月，撥款申
請若能在6月順利通過立法會財委會，最快可在8、
9月實施代繳租金安排。當局正進行更改電腦程式
等前期工作，但要在立法會通過撥款，落實代繳租
金的時間，才可以進行核實租戶的程序，若有議員
在審議財政預算案撥款時拉布，當局將無法如期落
實代繳租金安排。

【本報訊】激進反對派就今年度財政預算
案各項措施的《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近
千項修訂，若撥款不能在五月前獲立法會通過
，最直接的影響是政府在六月份就沒有足夠經
費運作，影響到政府運作之餘，各項民生福利
開支都會因此而暫停發放。

立法會秘書處截至昨日下午6時已收到逾
五百項修訂案，主要由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議
員提出。由於議會需要逐條處理《2013年撥款
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而每位議員每次發言
雖限時十五分鐘，但可無限次發言。即使參與
拉布的只有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四名議員，他們
在每項修訂都只發一次言，討論五百項修訂亦
至少需要五百小時；若每天開會十小時，亦需

五十天。即使一星期七天都開會，六月前都不
能通過草案。

政府早前表示，立法會早前批出的臨時撥
款，只夠政府運作到5月底，反對派今次的拉
布戰最少會持續個多月，政府運作屆時勢必癱
瘓。若政府得不到撥款，全港16萬名公務員將
「無糧出」，42萬綜援受助人及54萬領取高齡

津貼的老人亦會受到影響，更遑論公共服務包
括醫院等也可能癱瘓。

而即使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剪布」，由於
修訂要逐條審議，曾鈺成難以五百多項逐條剪
，所以 「剪布」難度比上次高得多。因此，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早前呼籲，反對派議員臨崖
勒馬，不要提出沒有意義的修訂。

擬撤修訂與四丑劃清界線擬撤修訂與四丑劃清界線

反對派三黨反對拉布反對派三黨反對拉布

事先張揚的預算案拉布，發展至昨日有比較清
晰的形勢。反對派昨晚舉行 「飯盒會」，商討是否
撤回原本對財政預算案的修訂。雖然會後未有正式
表明意向，但據悉會上多數人認為拉布會損害市民
利益，因此傾向撤回。民主黨黃碧雲表示，會上有
議員需要就決定諮詢黨團，今天舉行的記者會上會
宣布有關詳情。立法會秘書處表示，截至昨日下午
六時，秘書處共接獲10名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532
項修正案，有關修正案有待立法會主席審批。

劉慧卿：不是同路人
不過，反對派三大黨昨日已就拉布表明反對立

場。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預算案對政府運作很
重要，不想見到拉布令政府財困，以致影響民生服
務。她不同意有人利用今次機會拉布，強調民主黨
會用其他方法爭取訴求，她會尊重不同意見，但不
評論其他參與拉布的議員對民主黨的批評，只謂 「
我們與他們不是同路人」。她又說民主黨雖然不提
修訂，但會出席會議，在有需要時亦會發言，但表
明絕不是拉布。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說，公民黨決定不參與拉布
，亦傾向撤回早前提交立法會秘書處的修訂。梁家
傑表示，公民黨支持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但認為以
拉布方式表達，未必適切；而拉布會癱瘓政府運作
，影響發放綜援及公屋免租等，所以不會參與。另
一名黨員毛孟靜擔心市民會有 「拉布疲累症」，營
造 「狼來了」的效果，令市民厭倦。

工黨何秀蘭亦表示，工黨原本打算提修訂削減
特首及財政司司長的薪酬，不過相信社民連及人民
力量提出的多項修訂，會包括這些範疇，因此工黨
並無提出。她強調，不希望拉布影響社會福利受助
人，亦不希望市民做 「磨心」。她又不接受人民力
量指泛民撤回修訂是無原則的講法，但會尊重意見
。工黨會在有需要時發言，但不屬拉布的一部分。

另一邊廂，人民力量陳偉業辯稱，政府不肯在
預算案中派錢，因此要拉布表示憤怒。至於會否拉
布拉到政府用盡臨時撥款，他稱政府如果資源不足
，可以向立法會申請緊急撥款，批評政府將責任推
卸到他們身上。對於其他反對派醞釀撤回修訂，他
批評其他黨派無原則，只是為了取悅政府。另一位
人力議員黃毓民則指，如果會議通宵進行，拉布的
四人輪流發言，每次只有四十五分鐘休息，他們會
努力 「迎戰」。

【本報訊】今次激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梁
國雄於審議財政預算案修訂上拉布，有立法會
議員指出，即使每日 「朝九晚十」去處理數百
項修訂，仍然是 「五月都未見家鄉」，而政府
更可能因為沒有款項而被迫停止運作。不過，
由於議會必須逐項修訂審議，因此不能一次性
剪布，現時議會未有辦法能制止梁國雄等人。

民建聯葉國謙表示，數名反對派議員拉布
下，會影響生果金、綜援和交通津貼等派發，
按秘書處已收到的534條修訂計算，若每條需
要審議四小時，總共需要2,136個小時，即使立
法會議員每日 「朝九晚十」去處理仍然趕不及
， 「其他事務委員會都癱瘓，可能到五月都未
見家鄉，議員是應該有責任通過議案，而到6
月1日公務員便因 『無糧出』而要停工。」

事實上，議會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制衡反對

派議員，葉國謙解釋，由於現時正審議預算案
條例，不能加插臨時撥款的動議，而即使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運用剪布的權力，亦要就每項修
訂逐條剪。

他指出，現時議會內一人便能影響議會運
作，惡性循環的問題永遠存在，因此一定要修
改議事規則，他稍後會邀約其他反對派的議員
商討，而建制派議員將於明天碰頭，了解是否
有解決方法。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她指出，現時
在審批修訂的程序上拉布，主席將難以剪布，
但認為政府不可能作出讓步，否則會讓反對派
以為威脅政府便可以解決問題。葉劉淑儀又說
，反對派議員社民連梁國雄要求處理的全民退
休保障問題，已經積壓了20年，難以即時解決
，不應濫用程序來處理。

立法會即將審議落實財政預算案的立法會即將審議落實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撥款條例草案》，》，激進反對派社民連主席梁國激進反對派社民連主席梁國
雄雄，，以及人民力量三位立法會議員早已揚言屆時會拉布以及人民力量三位立法會議員早已揚言屆時會拉布，，以迫令政府派錢及落實以迫令政府派錢及落實 「「全民全民
退休保障退休保障」」 。。本來餘下的反對派亦有就草案提出修訂本來餘下的反對派亦有就草案提出修訂，，但眼見拉布會影響民生但眼見拉布會影響民生、、癱瘓政癱瘓政
府府，，難得難得 「「回頭是岸回頭是岸」」 ，，傾向撤回修訂傾向撤回修訂，，與拉布劃清界線與拉布劃清界線，，今日並會舉行記者會宣布決今日並會舉行記者會宣布決
定定。。但人民力量昨日仍然冥頑不靈但人民力量昨日仍然冥頑不靈，，表示政府如果資源不足表示政府如果資源不足，，可以向立法會申請緊急撥可以向立法會申請緊急撥
款款，，把拉布視為與政府討價還價的手段把拉布視為與政府討價還價的手段，，罔顧全港市民的利益罔顧全港市民的利益。。

本報記者 戴正言本報記者 戴正言

公務員綜援戶長者全受累

建制派研修改議事規則

▲反對派三大黨昨日已就拉布表明反對立場 本報記者張綺婷攝

▲

全港各界都反
對議員以拉布形
式阻礙政府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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