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昔日戰友，因政
治利益而反目成仇。民主黨、公民黨等反對派政黨
在昨日的「飯盒會」後，決定與拉布的「人民力量」
及社民連劃清界線，撤回原本提出的修訂，以示

「堅決反對」是次拉布，但就聲言他們會保留在其
他議題上拉布的權利。「人力」昨日質疑，其他反
對派政黨「怕政府唔掂」，「咁仲搞咩『佔中』
呀」。

不支持通宵開會

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
日在會後稱，社民連及「人力」等拉布，無助於社
會討論全民退保這議題，故他們決定撤回原先提出
的修訂，並稱全體反對派議員均不支持因此而通宵
開會，認為會影響議員健康，並建議開會時間可由
周一至周六，早上9時至晚上10時。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稱，在審議預算案時拉布並不

適切，因此舉會癱瘓政府運作，就連綜援雙糧及公
屋免租等紓困措施也被拖累。工黨主席李卓人則聲
言，他們是在憂慮市民未有充分討論拉布策略下，
容易被政府「轉移視線」，變成「拉布對民生的影
響」，故決定不支持拉布。

不過，劉慧卿補充，反對派會保留拉布的權利，
例如在討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或政制發展
等問題時，他們有可能拉布。

陳偉業：咁仲搞咩「佔中」呀

「人民力量」與社民連昨日也舉行記者會，稱他
們共提出了751項修訂。「人力」議員黃毓民稱，
倘政府肯「回水」，他們隨時願意與政府商討，

「如政府的回覆是滿意的，我們願意撤回所有的修
訂」。「人力」議員陳偉業則稱，「人力」要求政
府「派錢」1萬元，但「派8,000元都會接受」。

陳偉業又稱，他對其他反對派政黨和他們劃清界

線感到失望：「反對派驚政府唔掂，咁仲搞咩『佔
中』呀」！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也「呻」
道：「我首次做議員時，已經提出要全民退休保
障，當時所有反對派議員都企 旁邊，拖到 家仍
然冇下文⋯⋯佢 唔出聲，就由我去出聲囉。」

另外，黃毓民又稱，有關拉布會影響社會福利撥
款的說法，是意圖「污衊」反對派，因《基本法》
第五十條及五十一條，特首可因預算案未能通過而
解散立法會，並按上一財政年度的開支標準批准臨
時短期撥款，也可以選擇向立法會申請臨時撥款，
以應付必要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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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促議員挺修規則阻拉布
勿讓「人力」社民連損民福祉撈政治本錢

立法會大會今日開始審議《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
立法會秘書處昨日表示，秘書處原接獲772項有關

草案的修訂，後來有5名議員撤回共8個修訂，故目前共
收到764項修訂。由於昨日再有部分議員指會撤回修訂
案，秘書處會在集齊所有修訂、整理有關內容和聽取政
府意見後，才能知道最終有多少項修訂。

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大
家對政策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但有關議題爭議性並不
大，就因為一兩個人不同意，而要令整個政府運作凍
結，是不健康的，尤其特區政府提出一項政策，先會經
過行政長官、司局長提出，再經過民意收集，經過公務
員才提交到立法會的，「倘一個議員可以凌駕整個政府
架構，這是不科學的」。

譚耀宗倡修議事規則填「兩漏洞」

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
在議事規則委員會會議後坦言，小部分議員濫用議事規
則拉布，情況已達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有需要修改議事
規則，填塞「兩大漏洞」：一是現則容許議員提出大量
修訂，二是容許議員在委員會審議階段無限次發言，虛
耗立法會大量時間。

他續說，在昨日議事規則委員會上，大多數發言議員
都認同，是時候考慮修改議事規則以限制拉布，立法會

應該考慮應否限制議員提出大量修訂，並給予立法會主
席更大的權力去解決拉布問題，如將議員修訂重組、合
併討論，或不批准議員提出瑣碎無聊的修訂等。

譚耀宗又引述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在會上表示，反對派
願意和建制派討論方案，並在委員會會議以外場合，與
建制派代表、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商討有關
問題。他呼籲不支持拉布的反對派黨派應該支持修改議
事規則，而市民對立法會有不正常情況出現發聲，但在
有一個獲得廣泛接受的修改方案前，委員會不會向立法
會大會提出動議。

梁君彥：影響民生冀議員慎思

經濟民生聯盟主席梁君彥昨日表示，不認同小部分反
對派議員以拉布去表達訴求，尤其財政預算案撥款對政
府運作非常重要，希望議員慎重考慮拉布對政府、議會
運作及巿民日常生活的影響，又希望反對派能看到拉布
對議會運作的影響，明白不能夠因為一小撮人要表達意
見便癱瘓了議會正常運作，轉而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表明不贊成拉布，但認為在議事規
則內仔細設限，並不是限制拉布的最好辦法，「因為那
些規矩是用來限制君子的，如果大家都不遵守那些君子
協定，你怎樣限制也沒用」，而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列
明，立法會主席可以參照其他立法機關合適的慣例及程

序處理議事規則內沒有作出規定的事：「權力就在立法
會主席那裡，他用就可以（剪布）了。」

他又指，按目前修訂的數目，立法會或需要800小時去
處理，將嚴重影響政府運作，而長者生活津貼無法發
放、政府及資助機構也無法支薪，故他建議立法會24小
時開會，以體力消耗戰應付拉布，並呼籲參與拉布議員
懸崖勒馬。

獨立議員謝偉俊則指，部分反對派議員也對是次拉布
有保留，自己會視是次拉布為「黎明前的黑暗」，希望反
對社民連、「人力」拉布的政黨，支持修改議事規則限
制拉布，並提出他們可接受的方案，讓建制派和反對派
就此進一步討論，以達成共識。

蔡毅：挾市民政府利益「講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會理事長蔡毅昨日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人民力量」與社民連圖以

「拉布」拖垮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做法，是將市民及政府
利益，當作與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反映他們的政治操
守及道德差劣，並會嚴重影響政府日常運作，絕不能容
忍。

反對派死撐 保留拉布權

網民諷「人力」社民連如綁匪 曾鈺成研程序 依法「剪布」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揚言要拉布拖垮財政
預算案，癱瘓政府，市民批評「人力」、社民連有如綁匪，綁
架立法會及預算案，「要政府畀贖金，否則撕票」，反映反對
派「假民主」、「為反而反」，令議會淪為「鬥長氣」而非講
道理的地方。

直斥假民主真獨裁

昨日在「香港討論區」上，不少市民指責長毛等反對派議
員拉布，變相是「獨裁、使陰招」。網民「skirt333」說：「人
力、社民連做 綁匪，綁架立法會及預算案，要政府畀贖金

（每人派一皮及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否則撕票。」「wslan2002」
則直斥：「根本就假民主⋯⋯真獨裁。犯文（『泛民』）成班
都自以為是！」「kl168」就批評：「自己唔滿意就使陰招，就
係佢 口中 民主？」「Huntlight」則不滿道：「拉布呢 唔
使有理據的取巧方法，個個議題都可以拉布，以後大家開會
唔使講道理啦！睇下邊個夠長氣，可以拉布愈拉得耐就得
啦！」

嘲長毛同職工盟「爭客」

網民「阿倫伯」批評長毛等人有破壞無建設：「只係一班
為反而反 可憐蟲，長毛 支持者都只係一班社會上 垃
圾，只係識以破壞為樂⋯⋯無諗清楚後果就去反，受害 會
係佢 『口中』話要幫 人，你話長毛同佢班支持者係咪垃
圾呢？」「不G道」就嘲諷長毛今次是要希望爭取「激進派」
選票：「長毛其實係同職工盟『爭客』，爭取激進派選票，不
過個人睇今次唔會有太多人理長毛。」

有市民則質疑長毛等人聲稱以拉布爭取全民退保的企圖，
「wow...」批評道：「全民退保做過全民諮詢未？你長毛話要
就要？問過 納稅人肯唔肯加稅未？」

范國威加入拉布提7修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人民力量」與社民連聯手在立
法會審議《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
期間，提出近800項「垃圾修
訂」，意圖癱瘓政府，多個反對
派政黨立即與拉布者劃清界線。
不過，作為「1人黨」的「新民
主同盟」議員范國威，將提出7
項修訂，加入「拉布戰」。

不跟飯盒會「集體決定」撤修訂
范國威昨日舉行記者會，聲稱自己是本 「是其是、非其

非」的原則，盡力監察政府財政，故在其他反對派政黨撤回
預算案修訂的情況下，他會堅持提出7項修訂，並辯稱自己即
使撤回該7項修訂，也對縮短拉布戰「起不到任何作用」。

被問及他是次不依照反對派「飯盒會」的「集體決定」撤
回修訂，可能會影響彼此日後合作關係，范國威稱：「鋪鋪
清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今日開始
審議《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直到昨晚7時正，秘
書處一共收到764項修訂，其中絕大部分由「人民
力量」及社民連提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坦
言，是次審議的性質，與早前「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撥款不同，「剪布」空間有限，但他會與法律顧問
詳細研究程序，按照法律及議事規則處理問題。

曾鈺成昨日在立法會會見傳媒時表示，是次的
「剪布」空間有限。

他解釋，去年審議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時，他是
在同一場辯論進行30多小時、發現大部分議員再沒

有發言的情況下，才決定引用議事規則第九十二
條，終止有關辯論，而在他競選本屆主席時，曾指
出倘有類似情況，而議事規則又沒有新修訂，自己
不排除會以同樣的方式處理。

難合併數百修訂 「剪布」不易

他續說，是次情況與上次有別，因為有關撥款條
例草案的每一項修訂的內容都不同，根據法律顧問
的初步意見，絕對不可能將所有修訂合併為一個辯
論，即數百項修訂代表有數百場的辯論，就算引用
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終止某個議題繼續辯論，也

不能達到「剪布」的效果。
曾鈺成坦言，自己暫時還未知道有多大空間可以

避免無休止的辯論，需要與立法會法律顧問詳細研
究程序。

他又強調身為立法會主席，有需要按照規則辦
事，一切安排必須按照法律、議事規則及《基本法》
辦事，同時也需要確保議員有充分發言的機會，不
能任意終止辯論環節。

被問及有議員提出24小時通宵審議，他表示，倘
有議員提出通宵開會，他會先諮詢各黨派的意見再
作決定。

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圖

借拉布拖垮財政預算案撥

款，激起全城反彈。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昨日就與拉布的始作俑者

「長毛」梁國雄在電台節目中激烈交鋒。王國興直

言，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絕非「零和遊戲」，更不能

夠將拉布擺到道德高地，呼籲「四丑」懸崖勒

馬。長毛則向王國興「開火」，指他「胡言亂語，

歪理連篇」，火藥味「爆燈」。

籲長毛放下屠刀 勿玩拉布

王國興及梁國雄昨晨接受電台訪問。

王國興表示，由於《議事規則》存在好大漏

洞，令他們濫用拉布綑綁香港幾百萬人的利益，

呼籲長毛懸崖勒馬，「我再次呼籲你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不要再玩拉布。你玩到的是市民而不是

政府」。

他又說，長毛聲稱拖垮財政預算案撥款，以迫

令政府推出全民退休保障，是企圖將拉布擺到道

德高地，但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絕非「零和遊

戲」：「意即一日無全民退休保障，一日都可以

拉布，這是立論錯誤。並非只是你梁國雄爭取全

民退保，工聯會早在上個世紀亦已經提出方案。

現在H7N9禽流感殺到埋身，港人健康生命受到威

脅，不做退保就要癱瘓政府，就要停止所有綜援

及服務，你有無良心呢？」

長毛隨即聲言，拉布阻止財政預算案撥款通

過，是「剪政府拉的布」，「其實不是我玩，是

大部分競選（立法會選舉）時表明爭取全民退保

的議員玩。即係好似你講會死人 樓、冇糧出、

供唔到樓，點解一定唔能夠做（全民退保）？你

快 ，我即刻唔拉布，係特區政府要懸崖勒

馬」。

王國興：爭全民退保非「零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大會今日開始審議落實財政預算案近千億元開支的《2013

年撥款條例草案》，涉及發放綜援「雙糧」及長者生活津貼等惠民措施，社民連、「人民力量」，

加上「新民主同盟」共提出近800項條例大打拉布戰，或令政府運作於下月癱瘓，連累17萬公務員

「無糧出」，各項社福支出亦因「乾塘」而未能發放。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均批評，部分反對派議員

再利用議事規則的漏洞，試圖以損害全港市民福祉的手段爭取政治本錢，已令人忍無可忍，促請

立法會議員，尤其是一直包庇激進派拉布者，應當「亡羊補牢」，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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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
民連及「人民力量」等就財政預算案
撥款條例草案提出近800項修訂拉
布，或令政府癱瘓，行政長官梁振英
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希望
提出拉布的數位立法會議員，以整體
社會利益為重，不要用拉布的手法拖
延，影響政府的施政，尤其是不要影
響社會上有些基層市民，「他們需要
政府的財政來支援他們的生活」。

重整體社會利益 勿延施政

梁振英昨晨在回應社民連及「人力」
就財政預算案發動拉布戰時表示，截
至昨日為止，他知道有幾位議員就財
政司司長向立法會提出的財政預算案
撥款條例草案提出數百項的修訂案。

「立法會如果要審議這幾百條修訂，
是會造成時間上的延誤。」

他坦言，立法會拉布已經不是第一
次，政府總部改組、長者生活津貼，
都出現少數議員用拉布的方式阻撓或
者延遲有關政府的舉措。他希望這幾
位立法會議員以整體社會利益為重，
不要用拉布的手法拖延，影響政府的
施政，尤其是不要影響社會上有些基
層市民。「我希望他們（議員）慎
重。」

■梁振英希望議員以整體社會利益為重，不要用

拉布的手法拖延，影響政府的施政。 資料圖片

■22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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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修訂。

記者

鄭治祖 攝■范國威(左)提出「不撤不

拉 」 立 場 ， 繼 續 提 出 修

訂。 鄭治祖 攝

■蔡毅批評，拉布被當作與政府

討價還價的籌碼。

■「人民力量」與社民連提出700多項修訂。 鄭治祖 攝

■謝偉俊則指，會視是次拉布為

「黎明前的黑暗」。

■王國興認為在議事規則內仔細

設限，並非限制拉布的好辦法。

■梁君彥表示，希望議員慎重考

慮拉布對巿民日常生活的影響。

■譚耀宗坦言，小部分議員濫用

議事規則拉布，已忍無可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