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力量」及社民連發起拉

布，阻撓拖延財政預算案撥款通

過，將影響預算案逾千億元撥款，

惠及基層、中產市民和中小企業的

各項經常性及一次性惠民政策及措

施，包括綜援和生果金出「雙

糧」、長者津貼、公屋免租兩個

月、每戶1,800元電費補貼、差餉

及各項稅務寬免等。同時，政府運

作亦將全面癱瘓，政府為市民提供

的日常服務將大受影響。

逾百萬受助人 津貼無 落

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惠民措

施，都會受到社民連及「人力」

議員拉布而落實無期的影響，包

括約110萬綜援、高齡津貼、長者

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受助人可獲

發放的額外的1個月津貼；約73萬

個公屋住戶可獲政府代繳的2個月

租金；惠及超過40萬長者的長者

生活津貼；第一階段的「長者社

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落

實；約15,500名長者及其家庭可

以受惠的、增加安老宿位及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名額及提升

質素及護理程度；約3,200名殘疾

人士原可獲的家居服務常規化；

8,400名殘疾人士可獲加強的康復

服務。

同時，預算案提出向關愛基金注資協助「N無

人士」的150億元，增加未來5年社福界登記護士

訓練名額超過1,200個，增加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的人手等措施，亦會因拉布而落實無期。

差餉稅務寬減 中產同受罪

在中產階層方面，預算案提出的、約153萬名

納稅人可享有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稅寬減；308

萬須繳付差餉的物業可獲寬免的2013/14年度差

餉，以至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特惠措施

等也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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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

議員應適可而止，全民退

保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出台。

葉劉淑儀
為了全港市民的福祉，建

制派議員只能「奉陪到底」。

葉國謙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採

取拉布做法極端不能接受。

盧文端
拉布涉及整體民生問題，

將700萬市民放在火坑之中。

盧瑞安
應在議事堂內理性地表達

意見，不應損害社會利益。

陳勇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再

度拉布，已經走火入魔。

楊耀忠

社民連及人民

力量「三丑」拉

布損市民利益早有前科，原訂

在去年10月26日通過的長者生

活津貼撥款申請，因為「三丑」

提出近千項無聊修訂拉布，導

致撥款一推再推到12月初才能

通過，直接令40萬名長者痛失

近兩個月合共2,200元的生活津

貼，對於引頸以盼的基層長者

而言是重大損失。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話你知

「拉布」影響惠民措施摘要
■ 約30萬名納稅人的基本及

額外子女免稅額由現時

6.3萬元提高至7萬元，調

整後，2013/14年度初生

嬰兒在出生年度的免稅額

將為14萬元

■ 約153萬名納稅人可獲寬

減75%的2012-13年度薪

俸稅及個人入息稅，上限

為1萬元

■ 約250萬用戶可享有的

1,800元電費補貼

■ 308萬須繳付差餉的物業

可獲寬免的2013/14全年

差餉

■ 約110萬綜援、高齡津

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

津貼受助人可獲發放的額

外一個月津貼

■ 約73萬個公屋住戶可獲政

府代繳的2個月租金

■ 涉及13萬名兒童超過700

間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

的幼稚園可獲的一筆過津

貼，以進行小型維修工

程，購買傢具和學習資源

■ 惠及超過40萬長者的長者

生活津貼

■ 第一階段的「長者社區照

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 受資助非政府機構可獲延

長為15歲至29歲青年開設

的2,600個臨時職位

■ 增加安老宿位及長者日間

護理中心的服務名額及提

升質素及護理程度，約

15,500名長者及其家庭受惠

■ 約3,200名殘疾人士原可

獲的家居服務常規化

■ 8,400名殘疾人士原可獲

加強的康復服務

■ 普羅市民原可獲的醫管局

加強服務

■ 72.35萬名長者可受惠於

「長者醫療券計劃」常規

化 ， 每 年 金 額 並 增 至

1,000元

■ 向關愛基金注資協助「N

無人士」的150億元

■ 向職業訓練局增撥資源加

強支援約500名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

■ 增加未來5年社福界登記

護士訓練名額超過1,200個

■ 增加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的人手

■ 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的特惠措施，為期一年

資料來源：財政預算案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昔日同拉布「鴿狀工」撤修訂圖劃清界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揚言再度拉

布，拖垮財政預算案撥款，於網上已有不少網民紛
紛討論，憂慮政府公共財政開支遭到影響。網民
「wilsonts」指，公僕倘因拉布而損失薪金，應向發起
議員追討：「如果警察同公務員出唔到糧，可唔可
以告佢 ，追討損失？」網民「hwwong」則嘲諷到
時有份拉布議員亦因其惡行而無糧出：「又想玩拉
布⋯⋯好啊⋯⋯首先停止所有綜援的發放，然後就
是停發議員人工及津貼⋯⋯睇 玩拉布的廢料議員
怎樣撐下去。」「KANZ0115」譏諷：「長毛咪冇公
屋免租？」
民主黨及公民黨等亦與「三丑」等人「劃清界

線」，免拉布拖累民意。網民「orninomrq」就指：
「放長雙眼睇泛民點護短，到時建制派在立會先提譴
責再提罷免長毛、人力議席，睇你班『泛民』夠唔
夠膽投反對票？」

立法會明日會恢復二讀《撥款條例草
案》，截至昨晚6時止，立法會秘書處

共接獲532項議員修訂，包括民主黨、公民黨
等反對派議員所提出的修訂，而提出修訂的
截止限期為昨晚12時正，其後會交由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審批，決定是否容許他們在會議
上提出。

政府5月底將「糧絕」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及陳偉業

（大口舊），和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昨日
聲言，他們會提出近800項修訂，其中梁國雄
提出約373項，「人力」議員則提出400多
項。由於立法會早前批出700多億的臨時撥
款，只夠特區政府運作到5月底，故反對派是
次發起的拉布戰倘持續個多月，屆時公務員
將「無糧出」，各項民生服務會受到影響，今
年度財政預算案各項惠民措施亦將無法如期
落實。

盧文端：拉布極端絕不接受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昨日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社民連和「人民力量」
對財政預算案採取拉布的極端做法，是絕對
不能接受的。財政預算案影響到社會方方面
面，涉及社福措施，政府正常運作等，一旦
因拉布而無法及時通過，將令政府停止運
作，造成難以估計的後果，最終受害的只會
是香港市民。
他形容，對財政預算案拉布，是將所有700

萬市民的福祉綁上他們的政治目的，違背政
治人物應有的政治道德，是用極端手法去達
到個人目的，希望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應小心
處理這次拉布，在有需要的時候，按既定規
定運用權力剪布，以確保社會的整體利益不
會因此受損，並呼籲香港社會應一起發聲，
拒絕這種極端行為一再出現。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

楊耀忠指出，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再度採
取拉布做法，已經走火入魔，是不擇手段以
達到個人目的，此舉只會令整個社會受到嚴
重損害，使涉及民生、經濟的政府工作陷於
停頓，對社會民生造成巨大的影響。他認
為，曾鈺成應及時阻止無理的、嚴重影響民
生的拉布行為，絕不留情，運用好權力，在
適當的時間剪布。

陳勇：政府停擺害廣大市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強調，政治人物應在議事堂內理性地表
達自己意見，而不應採取這種損害社會整體
利益的方法，去達到個人政治目的，而社民
連和「人民力量」準備再度無理拉布，不符
合政治道德、社會道德，一旦政府財政預算
無法及時通過，只會造成政府陷入停頓，所
有影響民生、社福的政府工作都會被迫停
止，受損害的只會是廣大市民。
他又希望立法會盡快討論如何阻止再出現

這種無理的拉布行動，令議會回復到理性討
論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旅集團董事盧

瑞安指出，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拉布，
實際上是涉及整體民生問題，不是一般政治
議題，「完全係過晒火位」，將700萬香港市
民放在他們的火坑之中，「是違背議員應有
的道德」。

葉國謙：建制派「奉陪到底」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指出，為
了全港市民的福祉，建制派議員只能「奉陪
到底」，還幸反對派其他政黨及政團在經過
「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撥款申請拉布一役後，
已經汲取教訓，相信他們不會再杯葛會議，
故暫時毋須再為建制派議員編制「更表」，而
即令反對派議員最後缺席會議，建制派議員
也有信心「支持得住」。
他又指，是次事件正反映自己早前提出修

改議事規則，限制議員無限量提出修訂的
必要，以免因為一位議員不滿，就可以提
出無限量的垃圾修訂來癱瘓整個議會，影
響到香港各階層市民，可惜當時被反對派
議員拒諸門外。自己近期會再約見各反對
派議員，向他們解釋利害，希望能夠游說
他們放下成見，面對現實，支持他提出
的、修訂議事規則的動議，又希望「長毛」
等能夠「立地成佛」，收回其無謂修訂，做
對社會有益的事。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呼籲，議員透過威脅
的方式去試圖解決問題，得到的也未必是最
好的方案。

「人力」社民連800財案修訂 勢癱政府損民福祉 各界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民力量」與社民連聯手，就立法會明日恢復二讀落實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

例草案》，提出近800項修訂，大打拉布戰，單計議員發言時間已超過200多個小時，倘因此而令草案審議持續至5月

底，特區政府就會陷入「財困」，非但政府運作會陷於癱瘓，預算案中各項措施，包括稅務寬免，以至綜援及長者生果

金等福利均落實無期。香港社會各界同聲譴責，少數議員罔顧全港市民福祉，用極端手法去達到個人目的，將700萬香

港市民置於他們的「火坑」之中，違背了議員應有的道德，香港社會應一起發聲，拒絕這種極端行為，又認為事件反映

立法會須修改議事規則，阻止僅因為一小撮人，就影響了整體社會的運作。

三丑「長津」拉布
累40萬長者失2,200

黃毓民 陳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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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鬧爆：可唔可以告佢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公民黨
等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期間，配合社民連及「人民力量」拉布，令全港
40萬合資格長者損失了2,200元的額外津貼，被全
城鬧爆。汲取教訓後，民主黨及公民黨等昨日在
緊急「飯盒會」後，決定與社民連及「人力」劃
清界線，並傾向撤回他們就撥款條例草案提出的
修訂。

陳偉業批「好狗」

「人力」議員陳偉業昨日形容其他反對派政黨
有意撤回他們的修訂，做法「好狗」，反映他們
做事沒有原則，「只是為了取悅政府」，又聲稱
是次拉布，是要表達對政府拒絕「派錢」的憤
怒，並稱政府倘因此而缺乏資源應付日常開支，
可以先向立法會申請緊急撥款。
另一名「人力」議員黃毓民稱，倘會議通宵進

行，拉布的四人輪流發言，每次只有45分鐘休

息，有如「搵命搏」，聲言只要政府回應他們的
訴求，就可以隨時中止拉布。
其他反對派政黨及政團昨晚舉行緊急「飯盒

會」。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飯盒會後表示，預算案
對政府運作很重要，不想見到因為拉布而影響公
屋、綜援等民生開支，故民主黨已決定撤回提出
的修訂，以示不支持有議員在預算案中拉布。
被問及陳偉業批評他們「好狗」，劉慧卿強

調，民主黨尊重不同意見，但不希望有人針對該
黨發表惡毒及攻擊性的言論對待民主黨。「佢做
佢 ，我 唔係同路人。」她又指，與會大部
分反對派議員同意今日舉行聯合記者會，以一致
行動向市民表達立場。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稱，傾向撤回早前提交立法

會秘書處的修訂，以免癱瘓政府運作。工黨議員
何秀蘭亦指，該黨收回8項修訂，以免影響社會
福利受助人，「若拉布令到政府無錢，第一批受
傷害的市民就是老人家和領取綜援人士」。

又拉布惹公憤
2013年4月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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