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民連及「人民力量」
對預算案提交超過700項修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晚
表示，與秘書處研究後，他們會合併有關修訂，初步
估計約可將之縮減至360項至400項，但仍會剩下300多
場的辯論。他直言，主席權力有限，不能「話剪就
剪」，但倘會議不能合理、有效及正當進行，他會考慮
禁止部分議員發言。
曾鈺成昨晚回應建制派「應急會議」時表示，他明

白是次預算案辯論，涉及政府未來1年財政安排，倘逾

期未能通過有關的條例草案，將會造成社會無法接受
的嚴重後果，立法會需要為此負責，故自己會密切關
注事態發展。
他說，由於修正案在委員會審議階段，立法會需要

為所有修訂案內容諮詢政府的意見，期望可於下周一
定出最終的修訂數目，讓議員有所準備，而經過與秘
書處研究後，通過合併辯論，有關的修訂可縮減至300
多項，惟仍然會有300多場的辯論，而議員在審議期間
可以無限次發言，故合併辯論未必一定可縮減很多辯

論時間。

考慮禁止部分議員發言
曾鈺成續指，倘會議未能合理、有效及正當進行，

他會考慮禁止部分議員發言，但主席權力有限，要按
照議事規則辦事，只能阻止議員重複發言時，及在對
方多次重複發言後禁止有關議員發言，以確保日後在
有司法覆核時，理據要站得住腳，不能夠「話剪就
剪」。
另外，立法會秘書處會諮詢議員對開會時間的意

見，包括「五一」假期的開會安排，及每日的會議時
間等。不過，基於大多數議員不贊成24小時通宵開
會，曾鈺成暫時不會採用有關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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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聯促抑通脹助弱勢紓困 張炳良：港鐵利潤分享屬突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界社團

聯會20多名代表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強烈
要求政府壓抑通脹，加快施行利民的政策，
包括加快興建公屋、設立公共交通工具票價
穩定基金等，為弱勢社群解決生活困難和精
神壓力。
新社聯4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會長梁志

祥、副理事長陳克勤、常務理事何俊賢、特
邀理事葛珮帆，昨日聯同區議員藍偉良、姚
銘區、李世榮及陳文華等20多名代表到政府
總部請願，指物價飛漲，不但對基層市民的
生活造成很大負擔，同時對心理也造成負面
影響。

他們並引述中大香港健康情緒中心的調
查，指近85%受訪市民受通脹困擾，又指通
脹可誘發焦慮症，甚至加劇病情，形成抑鬱
症，甚至產生自殺傾向。

倡建公屋設票價穩定基金

新社聯希望，政府對此影響應加以重視，
推行減輕市民負擔的措施，包括加快興建公
屋，縮短公屋輪候申請，為租住 房或板間
房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增撥資源增加食物
銀行的食品種類，擴闊受幫助基層市民的範
圍；讓更多市民受惠；設立票價穩定基金，
減輕市民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票價調整機制已完成檢討，
新設「票價優惠賬戶」，會以車費優惠等形式回饋市民。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形容，加入利潤分享機制是一個突破，政府未
來會再檢討回撥利潤的金額。對於有市民批評，新機制下港鐵的
回饋金額較去年全數回饋為少。張炳良稱，去年全數回饋是董事
局的特別決定，與現時機制框架定下的回饋不同，不能相提並
論。

包括物業發展海外業務

政府完成檢討港鐵「可加可減」票價調整機制，經改善的機制
下，除會加入盈利、服務表現及市民負擔能力3項新元素，限制
港鐵票價的加幅之外，港鐵亦要將業務利潤，透過車費優惠與乘
客分享。張炳良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指，在港鐵可加可減機制

中，加入利潤分享機制是一個突破。
張炳良又說，港鐵利潤不只計算票務收入：「利潤計算是所

有的利潤，亦包括物業發展的收入及海外業務，所以是全方
位，如果從一間上市公司來說，算是突破性概念。」對於有市
民批評，港鐵去年加價時決定把6.7億元額外收入全數回饋乘
客，但是新機制下只會回饋逾2億元。張炳良稱，去年全數回饋
是董事局的特別決定，與現時機制框架定下的回饋不同，不可
以相提並論。
另外，新機制亦規定港鐵服務延誤31分鐘以上就要罰款，外界

有質疑時限太長。張炳良重申時限合理：「如果定得太低時，對
前線的港鐵員工做搶修會造成一定壓力，最終是為了安全，我不
希望他們為了趕時間，不希望被罰而犧牲了安全標準，所以這是
平衡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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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立法會
恢復二讀有關條例草案時，主動
會見傳媒，指維持目前政府運作
的臨時撥款，將於兩個月內用
完，希望提出修訂的議員三思，
在履行職責同時，也要顧及社
會、政府與立法會的運作，及保
障民生，希望條例可早日通過。
旨在落實今年度財政預算案千

億撥款，包括綜援「出雙糧」、落
實長者生活津貼以至注資關愛基
金協助「N無人士」等各項惠民
措施的《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
因社民連及「人民力量」提出近
800項「垃圾修訂」而受到影響。

臨時撥款僅夠用兩個月
《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昨日

在立法會恢復二讀。曾俊華表
示，留意到有議員提出數百條不
同的修訂，他尊重議員要詳細審
議草案的權利，但同時希望他們
在履行職責時，要顧及社會、政
府和立法會的運作，保障民生。
他指，目前維持政府運作的臨時
撥款，僅足夠應付約兩個月的開
支，在臨時撥款用完後，不但會
影響政府運作、立法會操作，還
會影響整個本港社會，希望議員
就他們的建議三思一下。
被問到政府是否有應對措施，

或在有需要時先申請臨時撥款，
曾俊華表示，他們暫時不會考慮
有關問題，也不會做任何假設，
並重申當局希望正式的撥款可以
獲得立法會通過，「政府會盡全
力配合，希望可以早日通過撥款
條例」。

倡合併瑣碎修訂 按議事規則再「剪布」

建制派促主席嚴執法抗拉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民力量」和社
民連策動的「拉布戰」，昨日「提早」打響。立法會
昨晚於原定暫停會議時間前的15分鐘，「人力」議
員陳志全提出點人數，在規定時間內未能達到法定
會議人數而再度流會，會議須於下周三再續，變相
多浪費了一個星期。多位建制派議員，對有人利用
議事規則令會議流會感到失望及遺憾，並對財政預
算案能否及時通過感到擔心。

結束前15分鐘要求點人數

立法會昨日二讀辯論《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原
定於昨晚10時結束，並於今日續會，但陳志全在會

議結束前15分鐘「突襲」，提出點算人數的要求。當
時，會議廳內只有18名議員，在隨後15分鐘的法定
時限內，僅有6名議員趕及返回議事廳，社民連主席
梁國雄則故意停留在前廳，不願進入會議廳。在時
限結束後，由於不符合35名議員的法定人數，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只能宣布因人數不足而流會。

反對派僅7人留座惹不滿

由於是次屬流會而非「正常結束」，故立法會按規
定不會於今日續會，要待下星期三大會恢復會議
時，才能繼續二讀辯論《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變
成未正式進入拉布戰，已浪費了一星期時間。

在24位留在議事廳的議員中，17人為建制派議
員，而反對派僅有7人。多位議員於流會後對有關做
法表示不滿。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直言，對有人利
用議事規則令會議流會感到失望，更擔心預算案未
能及時通過，將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損失。工聯會
議員王國興更憤怒地重複道：「我感到萬分遺憾！」

原「限奶令」自動延續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則稱，議員有權要求點算人
數，但大家在會前已經有默契，部分人會留待今日
續會時才發言，故已離開立法會，是次「流會」反
映目前議員間已沒有默契及信任。

不過，已於上月1日生效的「限奶令」因是次流會
而錯過了最後的修訂期限，原定的7個修訂，包括1
個政府修訂和6個議員修訂全部失效，政府提交的原
版本將繼續生效。曾鈺成於會後解釋，「限奶令」
是以先訂立後審議的附屬法例方式提出，原訂於昨
日的會期內進行審議和修訂，也是提出修訂的最後
限期。他說：「有關法例實際上已經生效，由於已
過了修訂期限，原已生效的部分將會繼續生效。」

葉國謙批「玩得太盡」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批評「人力」議

員「玩得太盡」，在會議將近尾聲才點人數，令會議
流會，連累大家關注的「限奶令」在沒有任何討論
和修訂下原裝通過。工黨議員何秀蘭也稱，議員及
政府所提的配方粉定義、日落條款等幾項修訂都因
流會而不獲表決，令目前「千瘡百孔」的「限奶令」
繼續生效，對海關執法也會造成影響。

陳志全玩 流會 先 一星期

毛孟靜竟稱「合情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是次拉布戰

中，反對派不同政黨均各懷鬼胎。稱與社民連及
「人民力量」等「劃清界線」的公民黨議員毛孟
靜昨日稱，拉布是國際上其他議會的議員都會採
取的做法，「合情、合法、合理」，並聲言建制
派有權不同意，但應該彼此尊重，不應「侮辱」
別人是為了「出位」。
拒絕撤回修訂的「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昨

日則稱，有議員拉布是「被政府逼出來」，如此
方能迫使政府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又稱只要
落實時間表，就能化解此次拉布危機。
另外，有消息人士指，「人民力量」其中3名

議員，需要在本月29日出庭應訊，屆時可能只剩
長毛一人「死撐」，又質疑「人力」或因此而借
機縮沙，令長毛「頂唔順，自己剪自己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民力量」

及社民連聯手策動「拉布戰」，企圖阻撓預算

案如期通過，癱瘓政府運作，損害本港社會整

體利益。建制派14名立法會議員，昨日舉行會

議商討對策。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會後表示，他

們將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提出，要求將各瑣碎

修訂合併辯論，並希望曾鈺成運用議事規則第

九十二條的規定處理拉布，而各建制派議員亦

會堅守崗位，盡量留守以避免流會，惟會否就

此編制「更表」，以致動議通宵開會，就要容

後再作決定。

立法會昨日恢復二讀《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截
至昨晚8時，立法會秘書處共接獲762項修訂，

倘逐一討論，勢必無法如期通過落實今年度財政預算
案的《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屆時不但會嚴重影響政
府運作，更令綜援「出雙糧」、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及
各項協助弱勢市民的社會福利、醫療、教育開支，以
至中產階層原可獲得的薪俸稅及差餉寬免等落實無
期。

應變會議 各黨派出席
為此，建制派昨日舉行「應變會議」，出席的各黨派

代表及獨立議員，包括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民建聯黨
團召集人葉國謙、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香港經濟
民生聯盟主席梁君彥和副主席林健鋒、新民黨主席葉
劉淑儀、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會計界議員陳健波
及工業界（第二）議員林大輝等14人。　
譚耀宗在會後向傳媒交代會議結果時表示，社民連

及「人民力量」等提出700多項修訂，雖然不知其內容
如何，但他們會向曾鈺成建議，希望盡量將該等修訂
進行合併辯論，尤其反對派的修訂倘過於瑣碎，例如
只是金額上有別，「合併辯論，係完全可以做得到」，
避免浪費會議時間。

緊守崗位 加強「通水」
他們又會要求曾鈺成，運用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的

規定去處理議員的拉布，強調法院早前關於拉布的司
法覆核所作出的裁決，已確定立法會主席有一定權力
去「剪布」，希望主席同時參考法院裁決作適當決定，
而建制派也會緊守崗位，避免出現流會的情況。譚耀
宗說，他們會呼籲各建制派議員倘有約會或重要事
項，希望盡量溝通，「行開行埋可以話一聲」，確保
「每段都有 人（議員） 度」，並避免有太多議員
「行開行埋」，導致點算人數而浪費時間。

被問及會否提出通宵開會時，他表示，建制派議員
目前希望由上午9時至晚上10時開會，其後在有需要時
才向立法會主席表達是否通宵開會的意願，由主席安
排會議時間。　
譚耀宗坦言，他們現階段只能作出提議，最後仍要

留待主席認真考慮，即使未能成功阻止「拉布」，建制
派已經盡了他們的最大努力：「責任不在我們身上，
因為呢幾個議員故意搞大量修訂，阻撓財政預算案通
過，導致政府無錢用，癱瘓政府，這個責任係呢幾位
議員要負責。」

譚耀宗：勿為私利釀政治危機
在大會恢復二讀《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時，譚耀

宗在發言時亦指出，財政預算案與其他議案不同，倘
受拉布影響而無法於下月三讀通過，就會影響政府整
體運作，對本港社會的衝擊無法估計，並批評拉布的
議員不應為了「出位」及一己的政治私利，帶來巨大
社會政治危機，又希望已經與拉布議員劃清界線者，
能夠支持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終止拉布鬧劇，以免
社會受到影響。

蔣麗芸批長毛累長者受苦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批評，「長毛」梁國雄此次發起

「拉布戰」，是在騎劫議會，癱瘓政府，更連累許多申

領綜援、生果金的長者，而所有政府政策更會被迫押
後，立法會各事務委員會都要讓路，由公帑支付薪水
的人士都可能要延後才能收到，受害的是全港市民，
而得益者只有梁國雄自己，「若每個議員都以拉布方
式去爭取自己的訴求，那麼政府就甚麼都不用做了，
我希望梁國雄可以再三考慮」。

林健鋒憂醫院癱瘓校停課
林健鋒在發言時則表示，財政預算案有需要盡快通

過，因其中有關經濟、民生的開支對社會十分重要，
倘遲遲未能通過，會帶來很大影響：屆時政府將停止
運作，公務員停工，像綜援等社福政策將無人處理，
醫院也會癱瘓，學校亦會停課。他希望「拉布」的議
員考慮到全港市民的關注、考慮到社會福祉，臨崖勒
馬。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則指，要解

決「拉布」問題，「可以好簡單」，關鍵在於立法會主
席是否有「魄力」去裁決有關大量修訂為無聊瑣碎，
阻止他們提出，以免窒礙議會的運作暢順。　

曾鈺成：合併修訂仍剩400項

▲建制派各政黨及政

團舉行緊急會議，討

論應對社民連及「人民

力量」拉布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曾俊華希望提出拉布

的議員三思，不要影響

市民的福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

羅太盼議員大局為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民連與「人

民力量」聯手，透過拉布迫使政府設立全民退休
制度。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昨日出席公開活動
回應時表示，全民退保問題複雜，社會也有很大
的爭議，政府已積極展開工作並聘請學者研究，
希望大家有耐性等待研究結果，再展開廣泛討
論。
羅范椒芬昨日表示，倘因拉布而影響預算案撥

款通過，或消耗議員及官員的精力，是「好無謂」
的一件事，相信大部分市民都不願意見到，故希
望議員以大局 想，不要拉布，「不希望議員凡
事拉布，相信大部分市民都不願意見到。大家繼
續努力向立法會代表表達願望，讓他們投票時反
映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