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進反對派興起的 「拉布」 戰正式開
始。立法會昨通過預算案條例草案二讀後
，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四位立法會議員立即
拉布，而全日共13次要求點人數，虛耗1.5
小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拉布影
響政府運作，影響香港經濟、社會和民生
，不會得到社會支持，而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更形容，拉布議員是以市民的福祉提出
「贖金」 ，會議將於今早九時再續。

本報記者 戴正言

財爺斥拉布綁架市民福祉
日點人數13次 四丑磨爛蓆阻預算案

陳太組香港2020學者不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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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20組織架構
召集人

成員

秘書處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前立法會及行政局成員李鵬飛
前經濟司布簡瓊
公共專業聯盟司庫高德禮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
資深大律師李志喜
研究總監李永達
研究主任余冠威
傳訊主任陳鉑霖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激進反對派在議會審議
財政預算案撥款中 「大玩拉布」，昨遭到多名建制派議員
斥責。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指出，人民力量前年連政府全民
派6000元都反對，現時卻用拉布要求當局 「回水一萬」，
做法非常虛偽，促請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勇敢果斷地 「剪布
」。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昨日將剪刀道具送給曾鈺成，促請
他公正無私、勇敢果斷地剪布。他強調，早前法庭已裁決
，社民連的 「長毛」梁國雄不能就曾鈺成去年剪布進行司
法覆核，證明剪布是合法合理。他希望，曾鈺成不要仿效
伊索寓言《農夫與蛇》故事中過分仁慈的農夫，孵化吞噬
公帑，浪費議會時間的拉布大蛇。

王國興強調，這次拉布性質與去年不同，惡果非同小
可，勢必影響整個政府的運作和服務，10多萬公務員無糧
出，資助機構和福利機構的資源不繼，拿綜援和生果金的
升斗市民被捆綁受累，香港整體利益受損。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批評，社民連和人民力量議員拉布
拉上癮，基於主席曾鈺成會剪布，他們便有恃無恐，用拉
布製造新聞，不惜癱瘓民生。梁志祥呼籲有關議員切勿拉
布，為市民做多點實事。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支持曾鈺成，利用議事規
則第92條賦予的權力 「剪布」。她說，尊重少數派議員的
發言權，但拉布對社會資源消耗很大。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昨日發言時，提到有家長對性傾向
歧視立法有保留，隨即被人民力量陳偉業及工黨何秀蘭無
理打斷發言，並被指發言與預算案無關，但代主席湯家驊
裁定有關。梁美芬批評，反對派雙重標準，自己拉布就可
以，但就無理打斷其他議員的講話，是霸道行為。

王國興促曾鈺成果斷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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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預算案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中
，就修訂發言時只局限預算案項目的金額，因此就拉
布的發言空間不多。草案在晚上八時通過二讀，並進
入了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三人拉布顯然乏力，陳偉
業率先發言，卻只要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休會，讓他
有用餐時間，而曾鈺成拒絕後，他便要求點人數。

發言離題萬丈拖時間
三人發言時都是東拉西扯，數分鐘便未能再談下

去，並被曾鈺成指是談及部門運作表現，應在其他委
員會中討論，三人則不斷要求點人數來拖延時間。人
民力量 「教主」黃毓民在晚上加入戰圈，但發言時多
次被曾鈺成指他離題，黃毓民作出爭辯，最後被要求
停止發言。四人昨日共13次要求點人數，總共浪費了
逾1.5小時。

林鄭月娥在恢復二讀辯論時發言，指尊重議員行
使基本法賦予的職權，而當局已於財委會特別會議回
答了5,748條問題，較去年增加59%，各局相關官員亦
用了30小時回應議員對預算案的提問。她指出，數位
議員逼政府按他們的立場承諾退休保障政策不會得到
社會支持， 「我恐怕這種取態並無助政策的討論，亦
難以得到議會的共識和市民的認同。」

林鄭：審議是嚴肅工作
林鄭月娥續重申，審議預算案是一項嚴肅的工作

，若提出修正案的後果會嚴重阻礙政府的運作，干擾
立法會的正常工作，並對香港的經濟、社會和民生做
成影響，全港市民不會支持。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去信曾鈺成，指若預算案未
能在臨時撥款用盡前獲通過，對政府、立法會及司法
機構的運作都會構成負面影響，綜援、長津、治安等
全部不能取得經費，而政府未能承擔清掃街道、道路
維修等開支，而醫管局、受資助學校等都不能取得撥
款，本港的經濟及社會造成嚴重影響，希望曾鈺成處
理議員修訂時可為社會的福祉想，考慮其相關
影響。

他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對有數位議員因預算案未
能滿足他們政治上的主張，因而進行拉布表示非常遺
憾， 「我反而覺得他們是以市民的福利作出了一個
ransom（索取贖金）。」他呼籲議員以市民的福祉為
重，撤回修訂和盡早表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
家強則去信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指臨時撥款一般為
預算撥款20%的款額，只可應付至5月底，而拉布亦會
影響政府履行責任。

曾鈺成誓言不會孰視無睹
對於何時會採取 「剪布」，曾鈺成回應記者時表

示，當一項修訂沒有人發言或個別議員不斷重複發言
時，他會要求議員停止發言，但這不會影響辯論其他
修訂。至於有議員質疑他今次改變作法，罕有統一處
理所有修訂辯論後，再一次過表決全部修訂，曾鈺成
表示，這並非考慮到要剪布，而過往亦從沒有出現數
百項修訂，他一切決定都是按照議事規則，而議會的
運作受到嚴重妨礙時，他會採取措施處理。

立法會將繼續就710項修訂作148項辯論，另有約
50項修訂列入附表，而建制派已經預料打持久戰，會
議將 「朝九晚十」進行。

【本報訊】民建聯、新界社團聯會合共約40人昨日在
立法會外進行反拉布示威，希望政府完善財政預算案，計
劃財政儲備的使用。工聯會亦在立法會門外請願，希望預
算案盡快撥款，增加傷殘津貼，並指責拉布的議員拖延撥
款時間。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參與在立法會大樓門外反拉布示威
後表示，政府的每項財政預算均須依法經立法會通過，因
此現時的臨時撥款只能維持至五月底之說並非誇張之言，
五月中財政預算案一定要事必通過，因為通過後政府仍需
做多項跟進工作。他希望拉布的議員能夠做實事，不要拖
垮議會運作，令市民反感。

譚耀宗又說，雖然辯論項目數目減少，但完成辯論後
仍需就每項修訂逐一討論是否需要否決，因此仍會影響政
府的財政開支運作，如公務員的出糧等。他已通知各民建
聯議員二讀財政預算案期間，盡量留在立法會大樓範圍內
，以防早前因人數不足而流會的情況再發生。

譴責癱瘓施政惡行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表示，反對派議員為反對而反對，

以拉布拖延時間，損害市民利益，目的就是想癱瘓政府的
施政，新社聯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和譴責，並強烈要求這些
議員要對全港市民負責，主動 「剪布」。

此外，新社聯要求財政司司長能完善預算案，加大力
度支援貧困家庭和紓緩中產困難；並要善用7000多億元可
動用的財政儲備，以規劃香港未來的優勢產業發展，創造
更多就業和向上流動機會。

工聯會約10人昨日亦在立法會門外請願，工聯會議員
鄧家彪指責拉布的議員拖延撥款時間。希望預算案盡快撥
款，並要求當局增加單肢傷殘津貼，傷健劃一享2元乘車
優惠，以及提供傷津檢討時間表。社民連昨日亦有十多人
情願，聲稱拉布是為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民記新社聯反拉布請願

【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激進反對派正式發
動 「拉布戰」，由於今次涉及預算案，其他反對黨派
亦不敢加入。有反對派議員質疑，今次拉布是否有足
夠醞釀及預先警告，認為他們是 「想拉布而拉布」，
亦有反對派議員表明，不贊成政府再派錢，而完備的
全民退休保障方案不能短期內出現，因此不贊成
拉布。

多個反對派黨派今次都未有參與拉布，民主黨的

涂謹申在審議預算案時指出，拉布需要考慮是否有足
夠醞釀及預先警告，質疑人民力量和社民連今次發動
拉布，是為了爭取向市民派一萬元和落實全民退休保
障，或是純粹 「想拉布而拉布」，因此經過審慎考慮
下，決定不參與拉布。

工黨何秀蘭表示，拉布是少數派和政府談判的有
力工具，但她不贊成政府再派錢，亦認為完備的全民
退休保障方案不能短期內出現，因此反對拉布，但批
評政府理財態度退縮保守。

厚顏辯稱「情非得已」
發動拉布的社民連梁國雄厚顏表示，他早在去年

12月立法會討論長津時，便已預告會在審議預算案時
發動拉布。人民力量黃毓民批評，其他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以往就預算案投反對票，搶了道德高地就以為盡
了責任，但現時指拉布會癱瘓政府，是與政權狼狽為
奸。他聲稱，拉布是情非得已，只是嘗試打開討價還
價的大門，要求政府答應他們派發一萬元及交代落實
全民退休保障的要求，認為並不過分。

另一發動拉布的人民力量陳偉業就說，他和黃毓
民以及另一拉布議員陳志全下周一要出庭，只有社民
連梁國雄拉布，擔心一人難以應付，邀請另一有份提
出修訂的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加入拉布戰。

激進反對派為拉而拉

【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政改一役尚未正式
展開，但反對派各路人馬皆已蠢蠢欲動。繼有法律學
者發起 「佔領中環」和各反對派政團組成真普選聯盟
之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昨日宣布成立新組織 「

香港2020」，就政改收集不同界別意見。陳方安生聲
稱，最終將得出一個方案提交給政府，而他們的底線
是最終的方案必須符合普及和平等的核心原則，她亦
稱希望與中央溝通。有學者指出，反對派山頭林立，
各有各做，或令市民感到混亂。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持續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
指出，反對派目前就政改問題山頭林立，在佔中、真普
聯、「香港2020」三方各有各做的情況下，到時要凝聚
共識，會遇到比較大問題。他認為，市民也會感到混亂
，因為目前沒有一個山頭可以完全代表反對派。

「香港2020」由陳方安生於2008年牽頭成立的民
間策發會改組而成。陳方安生任召集人，六名成員包
括：前立法會和行政局成員李鵬飛、港大法律學院院
長陳文敏、資深大律師李志喜、港英政府前高官高德
禮及布簡瓊。對於為何會重組民間策發會，陳方安生
說，希望加強與商界的溝通，但商界對政黨有戒心，
因此不希望讓外界有他們由政黨議題牽頭的印象。但
六名成員中，李志喜為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
，曾協助外傭爭取居港權；去年在立法會選舉落敗的
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亦會受薪擔任秘書處研究總監。
對此，陳方安生辯稱，李志喜雖是公民黨成員，但她
「既不是立法會議員，在公民黨也沒有任何職位。」

李志喜則稱，她不是代表公民黨，而是以個人身份參
加 「香港2020」。

「香港2020」租用銅鑼灣一個約1000平方呎的辦
公室，共聘請了四、五個員工，被問及資金來源時，
陳方安生指，沒有接受外國資金。 「我自己也願意掏

錢包，但當然也很高興，某些熱心人士會支援我，我
不便在這裡透露是誰人，因為他們本人不想透露。」
她又強調，從來未有接受過外來的支援， 「以往無、
將來亦都不會。」

陳方安生宣稱， 「香港2020」將開始全面接觸社
會不同界別，包括商界代表、專業人士、學者及社區
組織，並接觸學生和一些舊生會。他們也計劃廣泛使
用互聯網及社交網站，例如Facebook及Twitter。陳方
安生指出， 「我們展開這方面的工作時不會有任何先
決條件，唯一底線是最終的方案必須符合普及和平等
的核心原則，包含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25條（乙）有關政治權利所訂的原則及《基本法
》第26條、39條、45條及68條內，即公民權利。」陳
方安生又揚言，極之希望與中央溝通，但同時又反指
中央不信任香港人。

被問及與 「佔領中環」運動和真普聯是否構成三
個山頭，陳方安生說，在普選話題上，希望多些組織
和聲音，拿出一個方案，不排除同任何組織合作。至
於對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早前提出的方案的看法，
陳方安生以李柱銘已撤回方案為由，不作評價。

「佔領中環」發起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昨日出席一個論壇時則表示，佔中與 「香港2020」並
無衝突，若果對方有建議方案可以拿到佔中讓參與的
市民商討，如得到市民的支持，就可以成為佔中的方
案，又謂合作空間可以繼續商討。他又認為，在爭取
普選的路上，各方可以各自推動，到某一點上匯聚，
但要看形勢發展，坦言預料到未來形勢發展是複雜。

▲激進反對派昨日共13次要求點人數，令其他議員
白白浪費了逾1.5小時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曾俊華斥拉布者是綁架市民的福利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梁國雄早在去年12月立法會討論長津時，便已
預告會在審議預算案時發動拉布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反對派陳志全竟以拉布為樂，露出得戚笑容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陳偉業指他和黃毓民以及陳志全（上圖）下周
一要出庭，故邀請范國威加入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民建聯、新界社團聯會希望政府完善財政預算案，
計劃財政儲備的使用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議員促請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勇敢果斷地 「剪布」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學者指反對派
目前就政改問題
山頭林立，較難
凝聚共識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