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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長毛四丑四丑800800修訂阻預算案修訂阻預算案

梁振英梁振英：：勿拉布損民生勿拉布損民生

反對派議員利用 「拉布」癱瘓
立法會、以市民福祉威脅政府已經
不是新鮮事，最近一次是去年10月
政府提出每月發放2200元的長者生
活津貼，津貼原定10月通過後即可
發放，但最終拖至去年12月才通過
，令長者痛失兩個月共4400元津貼
。而為阻止反對派在立法會財委會
「拉布」，民建聯葉國謙建議修改

財委會議事規則，竟引來反對派瘋
狂的 「拉布」修訂。

反對派於去年5月立法會討論
議席出缺安排時就以 「拉布」癱瘓
議會，反對派議員為拖延開會進度
，提出千多項修訂，嚴重浪費議會
時間和公帑。按政府提出的遞補機
制方案，自願辭職的立法會議員在
六個月內不能參加同屆的補選，但
有關規定不適用於換屆選舉，故不
適用於本屆立法會內舉行的補選。
當年有份發動 「五區補選」的人民
力量黃毓民和陳偉業，不但以 「拉
布」的方式將會議延長至數百小時
，同時呼籲反對派盟友離開會議廳
，令會議因人數不足而 「流會」。

但當時，仍有多條原定計劃提
交立法會審議的條例草案，要被迫順延，包
括公眾關心的《規管一手樓銷售手法的條例
草案》、商界關注的《競爭法草案》，以及
恢復二、三讀的用於限制新漁船加入捕魚和
設立漁業保護區的《漁業保護條例草案》，
和訂明超級區議員點票安排的《選舉法例（
修訂）條例草案》。事件最終由主席曾鈺成
「剪布」告終。

不但在政治議題，反對派在民生議題一
樣拖延，去年10月的長者生活津貼被 「拉布
」至12月，在經7次會議、討論逾29小時後，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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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才通過撥款，長者才免於
再損失一個月津貼。

而最過分的是，葉國謙計劃在立法會財
委會，提出限制每名議員就財委會每項議程
，提出一項修訂的 「防拉布」議案，引起反
對派激烈反彈，合共提出超過190萬項修訂，
重啟 「拉布」。以秘書處現時人手估計，只
是審閱修正案就要至少40年，表決亦需5年，
葉國謙批評做法毫無理性。

【本報訊】反對派22位議員昨日在聯合
記者會上，一如所料向外界表示撤回修訂，
不支持拉布。他們均表示在爭取全民退休保
障立場不變，只是今次拉布涉及廣大市民利
益，希望以其他方法爭取。

唯有新民主同盟范國威仍漠視市民利益
，聲稱議員有責任監察政府，故不會撤回已
提交的數項修訂。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一開始即表示，22
位議員撤回修訂是希望向社會發出清晰信息
，他們並不支持拉布。她認為預算案很重要
，不希望影響教育及醫療等方面，故不支持
拉布，日後會以其他方法爭取訴求。工黨主席

李卓人指，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立場不變，又
認為拉布是議員權利，只是今次未有適當向
市民交代拉布的原因，因此不是時候拉布。

公民黨梁家傑亦說不想看到社會不同團
體受到拉布的影響而有困難的情況，所以公
民黨撤回所有修訂。民協馮檢基亦表示，不
能因為與政府有不同意見就用激進手法回應
，他曾就此事落區諮詢市民，市民都不同意
他參與拉布。

會上各黨派都表示，會在適當時候發言
，但強調不是拉布，與激進派劃清界線。至
於如何看待 「剪布」，劉慧卿表示他們未有
商量有關問題，但表明 「剪布」一定要符合

議事規則。對於工聯會王國興提出通宵開會
抗衡拉布，劉慧卿則認為議員體力難以支撐
，建議一星期六日，朝九晚十開會。

被問到反對派既不支持預算案，但又撤
回修訂，是次記者會是否政治表態，劉慧卿
沒有正面回應，只說以往試過真心提出修訂
，但正值拉布時間，被外界誤會是一同拉布
，因此今次一定要表明是不支持拉布，以免
再造成誤會。

范國威 「不撤不拉」
而范國威在與黨內部商議後，最終決定

「不撤不拉」，既不撤回已入的7項修訂，
亦不會參與拉布。他說要履行議員監察政府
財政的職責，但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再決
定下一步行動。對於其他黨派決定撤回修訂
，或以拉布手段爭取設立全民退休保障，他
表示尊重，最重要是合乎議事規則。

反對派三黨勒馬撤修訂

立法會今日起就
預算案條例草案恢復
二讀，激進反對派人
民力量和社民連漠視
嚴重後果， 「長毛」
梁國雄等四名立法會
議員至昨晚共提交了

近800項修訂，企圖拖垮財政預算案撥
款。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出席行政會
議前向傳媒表示，少數立法會議員此前
曾使用 「拉布」 方式阻撓或延遲政府的
舉措，立法會如果審議幾百條修訂，會
造成時間上的延誤。他希望這幾位立法
會議員慎重，以整體社會利益為重，不
要用 「拉布」 影響政府的施政，尤其不
要影響基層人士，他們需要政府的財政
來支援生活。 本報記者 戴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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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合共提出七百多項
修訂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反對派22位議員昨宣布
撤回修訂，不支持拉布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譚耀宗：多數議員
都同意修改議事規則
以處理拉布問題

至昨晚7時正，在反對派民主黨劉慧卿、黃
碧雲、涂謹申和公民黨陳家洛、郭家麒五人撤回
八項修訂後，立法會秘書處仍收到激進反對派提
出的共764項修訂。人民力量和社民連昨更在記
者會揚言，今次是為政改方案作演習，又揶揄其
他反對派有 「驚恐症」，以致不敢參與拉布（詳
另見配稿）。

曾鈺成指剪布有難度
對於激進反對派再次拉布，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表示，會於今早與秘書處審批修訂，而一般對
政府法案的修訂，立法會會交給政府徵求意見，
因此他亦會先了解政府意見後才決定是否批准修
訂。

外界期望曾鈺成會以去年審議出缺機制草案
時的剪布手法，阻止激進反對派再拉布。曾鈺成
指出，他參選今屆立法會主席時，已重申若有類
似的情況，而議事規則又沒有新修訂，不排除再
剪布，但認為上次是在同一個辯論中討論了30多
個小時，而大部分議員沒發言，與今次將有多個
辯論項目，情況不同，兩者不能直接比較。

至於是否有合併辯論的空間，曾鈺成解釋，
立法會法律顧問初步意見認為，不能把所有修訂
合併成一個辯論， 「如果有數以百計的修訂，便
會有數以百場的辯論，如果我讓每一場每一項的
辯論都進行30多小時，就達不到你所說剪布的效
果。」他續說，現時仍要先審閱所有修訂，未知
有多少空間可避免出現無休止的辯論，他會再與
秘書處和法律顧問研究整個審議的安排。

激進反對派揚言，若預算案不獲通過，行政
長官大可解散立法會。曾鈺成表示，解散立法會
非單是行政長官一人的決定，行政長官必須按《
基本法》規定行事。他續說，雖然立法會拒絕通
過重要法案後，行政長官可行使權力解散，但若
重新成立的立法會仍拒通過該法案，行長官長則
需要辭職。

他未有評論拉布是否濫用議會的程序，只說
濫用與否是政治決定，公眾會有評論，但認為長
時間拉布會妨礙立法會運作，他有責任讓議員在
每一個辯論有充分發揮的機會，但亦要議會順利
運作，充分發揮憲制責任。他強調，做任何決定
時都必須符合議事規則、相關法律和《基本法》
，即使是主席也不能隨意剪布，而是否通宵開會
則要諮詢各黨派意見。

議員促修改議事規則
此外，議事規則委員會昨舉行閉門會議，身

兼委員會主席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會議上
多數發言的議員同意修改議事規則，處理拉布問
題，而修訂範圍則有兩方面，包括針對議員發言
次數，以及如何處理一些瑣碎、無聊、無意義的
修訂，另外亦應檢視可否擴大立法會主席權力。
他表示，建制派和反對派議員認為，雙方應先有
共識，再將建議遞交大會，以免議案在分組點票
下被否決。而民建聯葉國謙及公民黨黨魁梁家傑
作牽頭，聯絡不同議員，再訂日子商討。

梁家傑認為，現時是時候要思考應以什麼方
式及程序應付拉布。他稱，議會內現時給予主席
的權力太大，要防止主席 「濫權」，就要討論以
什麼形式處理拉布是大家都能接受。他又認為拉
布是議員的一項權利，不能取締，但如果現時在
大會提出修訂相信難以通過，他建議在議會外另
找時間研究，雙方有共識後再將建議遞交大會。

【本報訊】對於拉布對社會的影響，社會各
界連日來都表示反對。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認為
，即使在外國，拉布都是偶然為之，議員不能濫
用拉布使其權力凌駕在政府之上。

張志剛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拉布不應
該恆常出現。他說，看外國議會的經驗，除非有
十分例外、特別的情況，不可以用其他方法解決
，拉布才偶然為之；但目前在香港，議員純粹是
政策上的爭論，以拉布做 「尚方寶劍」，一年好
多次拉布。他認為，很多事情爭議並不大，質疑
是否因為小部分人不同意，就要拉布將整個政府
運作凍結。

張志剛指出，政府政策在出台前，經過了長
時間的醞釀，如果一個議員就可以將之前所有的
東西推翻，其權力凌駕在特首、司局長和公務員

之上， 「不科學、不健康」。
此次梁國雄以爭取全民退保為由拉布，張志

剛指出，良好意願可以有很多，但做的時候要顧
及很多客觀情況，全民退保需要一個長時間籌劃
，但梁國雄的立場則是 「如果你不做，今個月就
不要出糧了」，張志剛認為，這樣的手法不正常。

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則認為，反對派
主要政黨意識到今次的拉布行為將嚴重影響政府
運作、與民為敵，因此顧及現實，要與社民連及
人民力量劃清界線。工聯會王國興指出，若未能
及時通過預算案，政府運作將癱瘓，建議24小時
開會，以體力消耗戰應付拉布，又建議主席曾鈺
成屆時運用權力剪布。他希望社民連的梁國雄可
懸崖勒馬，認為拉布的政治行為與全港市民福祉
捆綁一起是不得人心。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激進反對派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提出近800項修訂，預計以
800小時的 「拉布」方式拖垮政府新一年度的
撥款。他們揚言今次拉布是為未來議會審議政
改的預演，又批評其他反對派刻意孤立他們，
認為其他反對派既然害怕拉布會影響政府運作
，為何又提出 「佔領中環」，立場顯然矛盾。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開出兩大條件，包括要
求政府向每人派現金10,000元，以及實行全民
退休保障，聲言若政府不承諾其中一項，或為
全民退休保障定下時間表，他們便堅持拉布。
人民力量黃毓民表示，他們一共提出700多項
修訂，預計每項修訂要討論約一小時，加上需
要1.5分鐘作表決，可能需要近800小時。

他們提出的修訂內容多為削減政府官員薪
金，如人民力量的陳志全提出要 「以削減相當
於13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9個月的酬金的預

算開支」，然後不斷把行會成員數目和酬金月
份的數字不斷變更。黃毓民指出，若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決定把修訂按總目合併辯論，則會減
短拉布的時間，但仍要討論一段長時間。

梁國雄表示，他一直要求政府推行全民退
休保障，又呼籲反對派多與政府跟進，惟最終
沒有任何結果，重申對方不參加拉布一同爭取
，便應從政綱中剔出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一
項。他揚言，今次拉布是為未來審議政改條例
時的預演，是先做 「核試」，又批評其他反對
派不參加拉布， 「有人企到政府的一邊，即是
要孤立我們。」

人民力量陳偉業則把造成拉布的責任推向
政府，指他們早於二月便揚言會拉布，惟政府一
直未有派人與他們商討，最終逼使他們繼續拉
布，認為外國議會經常在財政預算案中拉布，
如果他們拉布便是放核彈，政府則相當脆弱。

長毛揚言核試拖垮撥款

張志剛：拉布不是「尚方寶劍」

▲左起：陳志全、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在投影機的照射下露出醜怪的面目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曾鈺成：今日的預算案
撥款條例草案辯論和上次
「剪布」 情況不同，仍要
研究如何處理拉布

梁振英：
有意拉布的
議員要以整
體社會利益
為重，不要
損及基層市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