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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對昨
日流會感到可惜
，損失了十多小
時審議時間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激進反對派為 「
拉布」無所不用其極，上月底便有社民連中人在議
會內 「玩升降機」，阻礙議員開會，更差點釀成 「
流會」，但梁國雄助理黃軒瑋否認其事。據了解，
黃軒瑋懷疑講大話，他與梁國雄另一助理黃浩銘都
曾在當日玩升降機，而且與另外兩名社民連人士，
一同玩升降機多達八次。有議員透露，已有議會外
人士報警，但相信入罪機會甚微。

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多日內在立法會拉布，務求
拖垮財政預算案，梁國雄助理更在上月25日當晚玩
升降機，阻礙議員由辦公室到會議廳開會。有立法
會議員於會議上即時踢爆事件，更指事件涉及梁國
雄助理黃軒瑋，但梁國雄即時表示，黃軒瑋已向他
親口否認，相信有關人士只是貪玩，及後承認是社
民連人士所為，但並非其助理。

不過，立法會秘書處向行管會提交報告，發現
當日有數人 「玩升降機」八次，而梁國雄的兩名助
理黃浩銘和黃軒瑋都有參與，前者曾玩升降機兩次
，後者則有一次。黃軒瑋該次在10樓進入電梯，之
後按下多個樓層，然後從九樓離開。其餘的則涉及
另外兩人，據指兩人是社民連中人，但沒有出入證
件而被困在某一樓層，因此需由黃軒瑋協助離開。

四丑點人數90次終得逞

立會又流會立會又流會
政府臨政府臨財崖財崖

立法會預算案辯論昨日進入第六日，
會議甫開始幾秒內旋即被反對派 「拉布四
丑」 點算人數，鳴鐘15分鐘後仍不夠法定
人數，主席曾鈺成遂宣布休會，造成今屆
立法會會議第二次流會。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對事件表示痛
心，他非常擔心拉布會阻延財政預
算案不能於5月15日前通過，會影
響預算案內的紓困措施，例如電費
補貼、綜援 「雙糧」 等未能撥出，
將有250萬戶市民不能受惠。而曾
鈺成打算按議事規則，把原定下周三召開
的大會，提早到下周一進行，秘書處正徵
詢議員意見。

本報記者 戴正言

缺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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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前仍未回覆

理由

塞車

開會、處
理公務

其他原因
而遲到

教書

上庭打官
司

蓄意離開
會議廳

計劃出席
下午部分
的會議

家事

出席碼頭
工潮活動

生病

診症

不在港

*不明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今日約見全體立法會議員進行非正式會議，
商議如何處理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他說
，不適宜在未與議員商量前向傳媒公開任何底線
或傾向；至於是否剪布，曾鈺成表示是立法會主
席的職責，不會將責任推給議員。

剪布與否主席職責
曾鈺成對昨日流會感到可惜，認為損失了十

多小時審議時間，相信部分議員因為交通擠塞而
未能出席會議，認為議員亦不想見到流會；根據
議事規則，他亦不能限制議員要求點人數。他打
算按議事規則，把原定下星期三召開的大會，提
早到下周一進行，秘書處正徵詢議員意見。

他又說，如果依照現在進度，相信本月中不

能完成審議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曾鈺成
表示在今天的會議上會向議員提出自己對拉布底
線的想法，並與議員商量，所以不宜之前公開。
至於會否考慮剪布，這是立法會主席的職責，不
會將責任推給議員。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說，對財政預算案的辯論
時間越加緊迫，即使合併辯論的安排解決不了問
題，或許要考慮對辯論時間作出限制，例如兩至
三日要作出表決，不能不斷拉長辯論時間，他希
望主席會因應情況重新考慮。

反對派昨日舉行飯盒會後，召集人劉慧卿表
示，未知道曾鈺成將會提出的建議，因此未有具
體共識，但強調會反對曾鈺成不按議事規則剪布
，並希望立法會法律顧問可以列席會議。

陳家強：很痛
心，非常擔心拉
布會阻延財政預
算案於5月15日
前通過

曾鈺成擬提前下周一復會

長毛助理玩疑講大話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激進反對

派提出點人數後刻意離開會議廳引致流會，多名
建制派議員都狠批人民力量和社民連，指拉布議
員值得譴責，而連日拉布已浪費逾1530萬元公帑
，行為不負責任。昨早有半數反對派議員缺席會
議，亦是流會的原因之一，有反對派議員表明，
拉布及流會等情況顯示深層次矛盾，要改變機制
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事實上，昨早出席會議的32名議員中，建制
派有21名議員出席，佔建制派中的半數，但反對
派只有11人出席，餘下16人都缺席會議。拉布的
社民連梁國雄和人民力量陳志全在點人數期間離
開會議廳，刻意造成流會。人民力量的陳偉業強
行辯說，自己毋須為流會道歉，而建制派議員在
議會屬多數，應對流會負上責任。

拉布六日耗1530萬公帑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對流會表示遺憾，認為要

研究縮短開會時間避免拉布，而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今早會與各黨派議員討論拉布的情況，他希望
曾鈺成可限制辯論時間，例如兩至三日要作出表
決。該黨的葉國謙就不滿有拉布議員稱流會與自
己無關，認為每位議員都有責任保證會議順利進
行，質疑建制派議員佔議席多數便要負責的說法

是強盜邏輯，不負責任。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亦感到極其失望和遺憾，

指至昨日拉布第六日，已浪費1530萬元公帑，而
金融界吳亮星指出，拉布議員值得譴責。自由黨
鍾國斌表示，該黨至少有兩人在會議廳，認為每
個黨派都有責任保證能順利開會。

缺席的公民黨湯家驊因為打官司而缺席會議
，其黨友陳家洛則因為要教書。同樣缺席的民協
馮檢基竟稱，因為有其他公務在身，強調自己早
已表明有其他事做便不會開會，而早上流會是建
制派責任。遲到的新民黨田北辰為流會致歉。指
由於家事要在開會後半小時才到達立法會，但認
為拉布浪費議會時間，亦癱瘓了其他委員會的工
作，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應在適當時間剪布。獨立
的謝偉俊表示，港島區今早塞車，他遲了數分鐘
出席會議，但認為不能以正常情況理解今次流
會。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認為，議員有責任出席會
議，就流會向市民道歉，並指拉布及流會等情況
顯示深層次矛盾，要改變機制才能徹底解決，但
又說出席會議人數及議員發言時間等議事規則不
容隨意改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會敦促議
員盡量準時到議會開會，希望議員留在會議廳，
避免流會。

逾半數反對派缺席會議

立法會昨日早上9時繼續預算案辯論，反對派人
民力量陳偉業在會議一開始即藉詞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在座， 「希望尊重他」，隨即要求點算人
數，激進反對派由上月24日起拉布至今共六日，已
經要求點人數逾90次。在會議廳鐘聲鳴鐘13分後，
人民力量陳志全及社民連梁國雄步出會議廳，即使
工聯會陳婉嫻急步進入會議廳，仍無法阻止流會。
在鳴鐘15分鐘後，只有32位議員在席，仍不夠法定
人數35人，曾鈺成遂宣布休會。這是繼4月17日流會
後，今屆立法會會議第二次流會。

多項紓困措施或受阻
陳家強及後會見傳媒時表示，希望立法會盡快

審批財政預算案，尤其在5月15日前，因為五月尾的
開支譬如公務員出糧、資助機構的撥款等，政府部
門需要預先準備。即使申請臨時撥款也解決不了問
題，若拉布繼續，政府開支須待預算案通過才能撥
出，政府或面臨財困。他舉例，預算案內一些紓困
措施，如電費補貼、生果金、綜援 「出雙糧」等都
不能撥出。電費補貼涉及45億，惠及250萬戶的市民
；生果金及綜援 「出雙糧」也影響110萬人、共27億
元款項。

他嚴肅地指出，臨時撥款本身有限制，立法會
的權力是審議預算案，所有政府提出的新措施、政
策和紓困措施均需經立法會審議，並不能以臨時撥
款的方式來處理；可惜不少受廣大市民歡迎的紓困
措施，由於拉布不能審議， 「這是我們痛心之處」
。而當局現正收集各部門現金流的資料，一旦預算
案在5月15日仍未獲通過，政府會召開緊急會議，研
究相應對策。

陳家強又嚴正聲明： 「請大家了解預算案是什
麼一回事，預算案是關於政府一年的運作，預算案
所提出的紓困措施是市民所歡迎的，很多政策的討
論不是以拉布方法、挾持立法會便可成功，這個簡
單的道理，大家要明白」， 「無論如何，拖延議會
和阻延政府運作是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

大部分議員不支持拉布
對於立法會主席應否在5月15日前 「剪布」，陳

家強表示立法會主席有權力確保立法會有效地運作
，他知道大部分議員都不贊成拉布，市民亦不喜歡
，但是否剪布仍要由立法會主席來決定。

另外，稅務局局長朱鑫源昨日亦指出，今年預
算案提出的稅務寬免措施，要經立法會通過才可實
施，假如議員拉布阻延，至八月出稅單時都未能通
過，稅務局需用舊有評稅基準出稅單，直至通過再
修改。

▲陳偉業（右）在會議一開始即要求點人數。在會議廳鐘聲鳴鐘13分鐘後，陳志全（左）及梁
國雄（中）更步出會議廳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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