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就預算案審議發起
「拉布」 ，令特區政府瀕臨財政懸崖，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早前果斷 「剪布」 ，卻遭
反對派無理攻擊。曾鈺成昨日接受電視台
訪問時表示， 「剪布」 純粹以立法會運作
為考慮。他說，要求本周二晚前完成審議
及表決撥款條例草案，時間足夠，做法亦
合理，若議員 「離題」 及不斷重複發言，
便會要求停止。至於能否將 「剪布權」 交
給議員動議，曾鈺成表示，有認真想過這
個做法，但認為有困難。

本報記者 戴正言

剪布理據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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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拉布令政府變失匙夾萬
◀曾俊華
再次懇請
議員盡快
通過撥款
條例草案
，令政府
及議會能
夠重回正
常軌道

資料圖片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星期一A16港聞責任編輯：梁景堯

＊浙江辦事處 杭州市鳳起路139號天安2幢24樓 TEL:(571)87151210 FAX:(571)87151209＊江蘇辦事處 南京市廣州路188號蘇寧環球大廈21F TEL:(25)83243655 FAX:(25)83248656＊湖北辦事處 武漢市武昌區中北路227號愛尚東亭1號樓2單元2803室TEL:(27)85761656 FAX:(27)85560732＊中國證券採訪部 深圳市南山區東濱路66號 TEL:(755)26074162 FAX:(755)26419058＊河南辦事處 鄭州市鄭東新區CBD商務內環路2號中油新澳大廈901室TEL:(371)65585233 FAX:(371)65585427 ＊青海辦事處 青海省西寧市七一路493號162室 TEL:(971)6335709 FAX:(971)6335709
＊四川辦事處 成都市濱江東路158號都會風尚大廈3單元1503室 TEL:(28)85557928 FAX:(28)85557928＊陝西辦事處 西安市新城大院陝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大樓508室TEL:(29)87294832 FAX(29)87294162＊山西辦事處 山西省太原市萬柏林區長風西街1 6號萬國城moma 6號樓1單元 1001 TEL:(351)6101188 6088811 ＊海南辦事處 海口市玉沙路5號國貿中心21樓A座 TEL:(898)66735188 FAX:(898)66735388＊駐紐約記者 200East 72nd Street ,6G, New York, NY10032, U.S.A. TEL:(+1)718-353-3656 E-mail:hiuman.tkp@gmail.com ＊駐倫敦記者 12 York Road, New Southgate, London N11 2TG U.K. TEL:181-888-2226 FAX:181-889-3668
＊西南辦事處 渝中區學田灣正街東方花苑B座1901室TEL:(23)63628921 FAX:(23)63628921＊江西辦事處 南昌市北京東路南洋花園A4-5 TEL:(791)8308129 FAX:(791)8308329＊湖南辦事處 長沙市芙蓉區晚報大道時速風標大廈1311室TEL:(731)82193515 FAX:(731)82193525＊廣西辦事處 廣西南寧市青秀區東葛路82號永凱現代城三單元22樓2201室 TEL:(771)5705598 FAX:(771)5705598＊新疆辦事處 烏魯木齊市中山路477號自治區人民政府綜合辦公樓303室 TEL:(991)2803001 FAX:(991)2803003＊澳門聯絡處 澳門水坑尾街321號泉雅閣3樓A座TEL:(853)28354510 FAX:(853)28354509

【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因激進反對
派持續 「拉布」，過往只需2至3日完成全體委
員會階段審議的財政預算案經過1個月，至今
仍未在立法會通過。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
網誌表示，立法會一日未通過預算案，政府就
像 「失匙夾萬」般，即使有錢都不能用；而立
法會議員正好是手執鎖匙的 「Key Man」。曾
俊華表示，預算案能否及時通過，避免影響公
共服務，是政府和立法會的共同責任。他再次
懇請議員盡快通過《撥款條例草案》，令政府
及議會能夠重回正常軌道。

曾俊華指出，有市民問他，政府明明有
7000多億元儲備，為什麼公共服務會出現資金
短缺呢？也有些議員批評政府 「自製財政危機
」，認為立法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不
應該配合政府的時間表。曾俊華強調，事實是
政府每用的一分一毫皆須要得到立法會批准，

所以立法會一日未通過預算案，政府即使有錢
也不能用，不能為各項公共服務提供資源。

議員手執鎖匙非 「大配角」
他說： 「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就好像廣

東諺語中的 『失匙夾萬』，而立法會議員正好
是手執鎖匙的 『Key Man』，絕不是單配合政
府的 『大配角』。」曾俊華表明，預算案能否
及時通過、能否及時避免影響公共服務，是政
府和立法會的共同責任，雙方各司其職、各盡
其責，不是誰配合誰。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我出任財政司司
長6年以來，立法會花上最長時間審議的一次
。」曾俊華指出，4名議員以 「拉布」形式宣
示他們的政治訴求，不斷發言試圖阻延議會表
決。他說，受拉布影響，立法會的部分正常工
作無法進行，議員無法提出口頭質詢、政府議

案無法進行辯論、16個委員會會議要取消或改
期，而政府亦被迫暫停提交附屬法例。曾俊華
表示，如果拉布持續，議員將難有足夠時間處
理其他對社會民生有重大意義的正常工作，包
括審議其他法案，例如落實買家印花稅、雙倍
印花稅的草案等。

曾俊華續說，當局在《撥款條例草案》通
過後，還須全速完成各項法定和行政程序，才
能向各部門、各公營機構撥款，也才能落實預
算案各項建議，包括向財委會申請撥款，實施
電費補貼、額外福利津貼等紓困措施。他亦指
，只有在《撥款條例草案》通過後，立法會大
會才可以處理議程內餘下的工作，包括提高政
府發債上限的議案，為發行新一期的iBond作
好準備。

曾俊華表示，拉布已經對政府和立法會的
正常工作造成一定的影響， 「我再次懇請各位

議員盡快通過《撥款條例草案》，減少對公共
服務受到的影響，也讓政府和議會都能夠回到
它們的正常軌道，重新上路。」

立法會今日續會，繼續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曾鈺
成昨日出席無線節目《講清講楚》的時候指出，有議
員認為他終止辯論是配合政府，他不明白為何有這樣
結論，強調自己是以立法會本位作考慮。曾鈺成認為
，迫政府讓步，立法會要付出很大代價，因為立法會
有很多積壓的工作處理不到，若拉布持續，就是他失
職。

「若拉布持續是主席失職」
曾鈺成表示，他曾經就終止辯論諮詢法律及議員

意見，並非為所欲為，若市民或議員不認同剪布，亦
會有政治後果，包括他會面對議員提出的不信任議案
或影響他日後連任議員的機會。曾鈺成指出，從第一
日開始就擔心 「剪布」理據不充足，所以做到理據非
常充分，一定能在司法覆核的訴訟完全站得住腳。

立法會於16日晚表決完 「拉布四丑」提出的700
多項財政預算案修訂，進入將57項總目納入附表的表

決程序，但在表決前議員可就是否支持某個總目納入
附表，作每次15分鐘的無限次數發言。曾鈺成表示，
決定周二晚前要完成撥款條例草案的審議，沒有議員
提出反對，認為仍有周一及周二的十多小時會議，足
夠讓議員發表意見，仍是合理做法。

終止辯論動議執行困難
曾鈺成指出，周一復會後，會提醒議員還有什麼

程序及餘下多少時間。如果有議員繼續 「拉布」不配
合將如何處理，曾鈺成會嚴格執行議事規則，餘下的

議題亦不是 「天空海闊」，離題便會停止。
前立法局主席黃宏發早前提出， 「剪布」可以由

議員動議一個終止辯論並立即表決的議案，只要2/3
的議員支持就可剪布，這樣主席的責任會較輕，但曾
鈺成認為有困難。他解釋，基本法規定議員提出的議
案，除特定情況需要2/3議員通過，其他都要分組點
票， 「不可能定這個終止拉布的議案需要2/3的議員
通過，這就違反基本法。」曾鈺成又說，終止辯論議
案的規定要由議事規則委員會提出，再交由大會通過
，主席無權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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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之子陳俊傑將於
下周日（26日）出戰觀塘坪石區議會補選，硬撼社民連主
席梁國雄。曾在擔任保安局局長一職時，由坪石區理髮師
傅包辦髮型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特意重返坪石，
落區為陳俊傑撐台打氣，她稱讚陳俊傑有心並落力推動社
區工作。陳俊傑表示，坪石邨充滿 「人情味」， 「街坊睇
住我大，由拍拖睇到我結婚，成家立室。」他說，今次參
與選舉，得到不少街坊朋友鼎力相助和全心全意地支持。
如果當選，將繼續推動活化建設新坪石。另外，區內長者
眾多，他將爭取增設無障礙設施，方便街坊日常生活。陳
俊傑在父親和葉太的陪同下，繞邨一周，期間，街坊們熱
情地向其打招呼，勉勵他繼續服務社區，表示會一如既往
地支持他做地區工作。

葉劉為陳俊傑助選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香港運動員近年屢獲佳
積，為讓基層家庭兒童亦有機會發揮體育潛能，民政事務
局決定在2013至14學年開始，為低收入家庭學生提供支援
，以資助津貼學生們的個人裝備、交通費用及教練費等開
支項目，當局預計於暑假前會邀請學校提交申請。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在網誌撰文表示，優秀運
動員除了天賦的條件和持之以恆的努力外，亦需自小培養
，所以在學校裡開展體育運動十分重要。近年政府推出多
項措施以發掘更多具潛質的年輕運動員，如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開設的精英運動員進學校輔導的支援計劃。他指出，
有見一些基層家庭由於難以負擔運動器材、裝備和交通費
等開支，而未能加入校隊參加訓練和比賽、發揮所長，因
此民政事務局決定自2013-14學年開始撥出資源，為低收
入家庭的學生提供參與體育活動的支援。

曾德成說，過去數月當局已與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磋商
，訂立了基本政策框架，按計劃，每間學校每年可獲最高
一萬元資助額，而每名學生每年最高可獲3000元，申請資
助項目包括個人裝備、交通費用及校隊訓練的教練費。

當局資助青年發展體育

人代倡茂名發展綠色旅遊

茂名市副市長吳剛強今早首先向人代匯
報當地情況，他表示茂名的地區生產總值達
到1952.1億元，位居全省第7位，增長10.6%
，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加上濱海發展格
局明朗，理清 「港、業、城」的發展思路，
基建不斷改善，令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
他說，當前茂名正處於新一輪大發展時期，
期望人代可以為茂名的發展獻計謀策、牽線
搭橋。

發展迅速令人振奮
王敏剛首先發言，對能來茂名調研表示

高興。他曾在30年前路過此地，今次再來覺
得大有不同，感受特別深，發展令人振奮，
「會跟東莞老鄉說要來看看」。他提到昨日

視察的濱海公園有不錯的發展潛力，但硬件
好還要軟件配套，以配合旅遊發展。國際間
城市農村化的新概念正興起，他認為茂名可
循這方向發展。

李少光說，第一次來茂名，當地的確在
珠三角內發展較落後， 「但這裡有很好的藍
天白雲，珠三角沒有」。他認為茂名不一定
要走珠三角的路，保持當地美好的環境，不
要引入重污染工業，將來可朝發展休閒旅遊
、綠色旅遊的方向走。他又認為，發展綠色
旅遊不但不會破壞環境，也能發展經濟，茂
名可以跟香港一樣，以發展旅遊作為經濟重
心。

劉健儀則認為，茂名資源豐富，但沒有
充分利用。她認為這裡生產的質量很好，可

以建立品牌，以商業化角度考慮，推出更多
副產品。而茂名的旅遊資源雖然不多，但質
量很好，在規劃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例如沙
灘就不單是一個沙灘，要成為旅遊景點就要
有更多的配套。另外，也要加強宣傳工作，
現在沒有人知道這裡的海灘及水果好，要想
想怎樣宣傳讓國外的人都來。

羅范椒芬亦表示，她第一次來茂名，這
裡的城市化程度比想像中高。不過她想多了
解民生問題，例如當地不少人會到其他地方
打工，政府怎樣照顧留守兒童，對兒童的健
康成長，以及對茂名的未來發展會有重大影
響。

冀做好交通配套
劉佩瓊表示，單靠當地農業經濟出產不

能支持本地發展，可以考慮發展農業加工。
陳振彬認為，當地該做好調研，定位做什麼
檔次的旅遊，不同檔次要求的配套都不同，
不可能什麼檔次都做，投資會變得雜亂。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現在來的
遊客雖然不多，但交通配套做好後，將會有
更多人到訪，當地政府在發展時要有更好的
規劃。而旅客來一次之後會否再來，跟當地
的硬件及軟件建設有關，軟件方面要特別注
意服務及對遊客的照顧，遊客的方便才是最
重要的一點。而茂名面對海南的強大競爭，
服務一定要做到以人為本。

吳剛強回應，現時茂名交通比較不便，
希望日後交通打通後，可以吸引更多人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今日繼續廣東省西南部調研，早上先與茂明市代表
進行座談會，下午續到湛江參觀考察。座談會上，茂名市副市長吳剛強對
港區人代的到來表示歡迎，並向人代匯報茂名的社會經濟情況。多位人代
踴躍發言，表示對茂名留下良好印象，但期望當地可以在軟硬件方面均能
發展得更好，以配合當地發展旅遊業。

【本報記者張綺婷茂名、湛江十九日電】

◀曾鈺成強調
剪布理據非常
充分，能在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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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華（右）熱情接待人代考察團 本報記者張綺婷攝

▼代表們在金沙灣觀海長廊留影 本報記者張綺婷攝

【本報十九日電】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
大代表今天下午離開廣東茂名，到達湛江繼
續調研。代表團下午到訪湛江多個地點，晚
上會見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以及出席
歡迎晚宴。湛江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
任劉小華對代表團到來表示鼓舞及歡迎，希
望代表團為當地帶來更多的投資。

港區人代今日先後參觀湛江規劃展覽館
、赤坎金沙灣觀海長廊、東海島、中科煉化
項目建設現場和冠豪高新特種紙及塗布生產
基地，以了解當地不同方面的發展情況。

晚上，港區人代與市政府主要領導會面
時，湛江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小
華表示湛江是一個擁有多方面優勢的城市，
將來發展會更快。他又說廣東省要求當地作
發展龍頭，給予極大支持，未來深湛鐵路落
成後，湛江會成為附近一帶的交通樞紐，更
能帶旺當地旅遊業。他希望，人代視察團在
視察後可以為當地帶來更多投資，拓展當地
的經濟，也為投資者帶來機遇，構建雙贏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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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左一）和葉劉淑儀（右一）為陳俊傑（中）
助選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