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拉
布四丑」上月起策動拉布戰，令財政
預算案逾千億元撥款至今仍未通過，
最少60個政府部門面臨「乾塘」，特
區政府原訂於今晨召開緊急會議，與
全數政府部門商討應對辦法，但隨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日前中止議員辯
論，改為由庫務科與3個受影響部
門，包括醫管局、教資會及立法會秘
書處舉行閉門小組會議，預早通知他
們先行運用儲備做好6月初的財務安
排。

社民連及「人民力量」的拉布議
員，連同「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合
共就預算案提出710項修訂，以目前
審議進度，每小時大約只能表決約30
多項修訂，雖然立法會「加班加會」
全速處理撥款條例草案，但仍然未能

趕及在昨日「死線」
前三讀通過，為政府
財政運作帶來不明朗
因素。
據政府消息透露，

隨 立法會主席中止
議員辯論，預算案有
望一至兩日內獲得通
過，政府原訂今晨9
時與全體政府部門召
開的緊急會議，亦會
暫時順延至下周初。
但由於預算案仍未能
趕及昨日「死線」前
通過，庫務科今日會
與醫管局、教資會及
立法會秘書處舉行閉
門小組會議，商討下
個月初的財務安排，

包括先行運用儲備抵銷支出，甚至以
不同方法延長政府的現金能力。

醫管局教資會立會秘書處受影響

政府消息解釋，早前考慮到條例草
案表決無期，獲批的臨時撥款只足夠
運作到今個月底，政府根據各部門現
金流計算出有60多個政府部門，其現
金不足以應付整個6月的財務支出；
但由於立法會正全速表決修正案，預
計截至6月首個星期，僅3個部門受到
影響，包括每月開支40至50億元的醫
管局、超過10億元的教資會，以及開
支達5,000萬元的立法會秘書處，為
此政府亦未敢鬆懈，改由庫務科先行
與他們開會商討應對辦法。
政府消息又指，按照慣例，立法會

三讀通過《撥款條例草案》後，政府
一般需要兩個星期處理相關工作程
序，由於並無先例可依，加上無法準
確預計條例草案何時三讀表決通過，
因此無法掌握程序可壓縮時間，但政
府最遲要在5月底完成所有工序，並
作出最後決定，確保6月不會受到嚴
重影響。

A 22 ■責任編輯：謝孟宜、袁偉榮 2013年5月16日(星期四)聞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國家衛生和計
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孫志剛昨日訪港，並於上午
出席醫院管理局2013年研討大會。其後，孫志剛
下午與行政長官梁振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及醫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在行政長官辦公室
會面，就醫療和衛生事宜交換意見。
孫志剛在研討大會上致辭時表示，多年來，香

港與內地密切加強聯繫，交流日益廣泛。他特別
讚賞本港在醫院管理、人才培養、學科建設、醫
療監管等多方面積累許多好經驗及做法，值得內
地學習借鑑。他認為，是次研討會就醫療專業人
員與各方協作、現代化醫療服務及資源規劃等內
容進行交流，對於傳播香港醫療衛生工作的經
驗、深化兩地合作交流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義。孫志剛續指，內地當局會按「十二五醫改規
劃」的部署，加快完善全民醫療體系，以提升基
本醫保籌資和保障水平。此外，當局又會完善基
本藥物制度及建立重大疾病保障機制。
梁振英歡迎孫志剛來港出席研討大會，又欣悉

內地與香港的衛生部門就H7N9禽流感的情況，保
持緊密聯繫及就防控措施交流經驗。他期望，兩
地能夠繼續加強溝通，完善公共衛生制度，保障
公眾健康。

楊甦棣：「一國兩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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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科與3部門開會 商6月財務安排

建制派批變相拉布 反拉又反剪毫無政治邏輯

玩離場反剪布 反對派險釀流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昨日繼續審議《2013年撥

款條例草案》，至今合共處理459項修正案，今日會表決剩餘的

251項修正案，預料如無意外最快今晚完成三讀審議。「拉布四

丑」上月策動拉布戰，令財政預算案逾千億元撥款至今仍未通

過，反對派連日來更離場杯葛抗議剪布，惹來建制派議員狠批是

變相拉布，旨在製造流會危機，置政府公共財政及社會民生於不

顧，並直斥他們既反對拉布又反對剪布，毫無政治邏輯，呼籲他

們以市民利益為重，盡快重返議會。

大口舊提「垃圾修訂」 抗議剪布

立法會昨日早上11時復會，歷時約
十小時的會議，不斷重複敲響表決鐘
聲，早前被趕離場的「人民力量」陳
偉業(大口舊)亦重返會議廳，動議其提
出的多項「垃圾修訂」。他更趁機抗
議剪布，隨即被主席曾鈺成勸喻遵守
《議事規則》。而由於反對派「杯葛表
決」，建制派議員又未能全數出席會
議，先後多次因法定人數不足需暫停
會議召集議員，多名議員擔心一旦流
會，預算案未必趕及本周內表決。

陳 鑌批反對派離場做法可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 鑌批評，
反對派發言時不斷責罵政府，但卻
離場抗議，完全沒有履行作為議員
應有的職責，「他們有責任對預算
案投票表態，但他們選擇離場，做
法可恥，相反，建制派即使反對修
正案亦堅持出席，如果不幸流會，
責任亦在於『泛民』。他們只顧凡事
站在道德高地，卻忘記身為議員的
應有責任，既反對拉布亦反對剪

布，邏輯更是前後矛盾，他們如何
再有顏面面對選民？」

嫻姐：不能拖延民生議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認為，即
使反對派不支持剪布，亦大可出席議
會投票，確保《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
不再受到拖延，「建制派只有30幾
人，要保證不流會的確好困難。大家
各有不同政治立場，我尊重及明白他
們(反對派)的訴求，但議會畢竟需要
正常運作，不能夠拖延民生議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先後兩次
要求主席記錄不在席議員名字。他會
後坦言，反對派不贊成拉布又反對剪
布，變相「綁架」在席議員，旨在製
造流會機會，做法不該及可恥，呼籲
他們未來幾日重返議會，「我感到
非常憤怒，他們離場不履行議員職
責，但卻繼續領取工資，對於在席
議員有欠公道，更令議會已經到達
『危險線』，有拉布議員點名後立即
隨即離開議事廳，如果一旦流會，
條例草案就要押後到本月22日再另
行審議，流會比拉布的震撼性及破

壞性更大」。

梁美芬：製流會危機違政治邏輯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反
對派不參與拉布但又反對剪布，旨為
製造流會危機，完全不符合政治邏
輯，呼籲大家正視《議事規則》問

題，「反對拉布又反對剪布，根本就
是縱容拉布，『泛民』大可以投票表
態，而不是離場抗議，他們不應該以
輕率的態度對待預算案」。經民聯地

產及建造界議員石禮謙則坦言，建制
派唯有做好本份，團結盡責任投票支
持條例草案。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5℃ 雷暴
河　　內 28℃ 34℃ 密雲
雅 加 達 23℃ 31℃ 多雲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6℃ 32℃ 密雲
新 德 里 28℃ 38℃ 多雲
首　　爾 24℃ 29℃ 多雲
新 加 坡 25℃ 31℃ 雷暴
東　　京 26℃ 32℃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9℃ 14℃ 驟雨

悉　　尼 9℃ 19℃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21℃ 有雨
雅　　典 25℃ 36℃ 天晴
法蘭克福 15℃ 22℃ 多雲
日 內 瓦 11℃ 25℃ 天晴
里 斯 本 25℃ 38℃ 天晴

倫　　敦 15℃ 22℃ 多雲
馬 德 里 20℃ 36℃ 天晴
莫 斯 科 12℃ 21℃ 天晴
巴　　黎 15℃ 24℃ 密雲
羅　　馬 18℃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4℃ 38℃ 天晴

檀 香 山 23℃ 31℃ 天晴
洛 杉 磯 16℃ 23℃ 毛毛雨
紐　　約 22℃ 35℃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毛毛雨
多 倫 多 25℃ 37℃ 天晴
溫 哥 華 17℃ 24℃ 天晴
華 盛 頓 25℃ 37℃ 天晴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3℃ 雷暴
河　　內 28℃ 36℃ 驟雨
雅 加 達 25℃ 34℃ 薄霧
吉 隆 坡 25℃ 34℃ 驟雨

馬 尼 拉 24℃ 31℃ 多雲
新 德 里 32℃ 45℃ 天晴
首　　爾 20℃ 32℃ 多雲
新 加 坡 26℃ 32℃ 多雲
東　　京 21℃ 26℃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8℃ 15℃ 驟雨

悉　　尼 8℃ 19℃ 天晴

阿姆斯特丹 11℃ 22℃ 雷暴
雅　　典 24℃ 34℃ 天晴
法蘭克福 14℃ 28℃ 多雲
日 內 瓦 16℃ 29℃ 天晴
里 斯 本 17℃ 23℃ 多雲

倫　　敦 12℃ 20℃ 明朗
馬 德 里 18℃ 33℃ 多雲
莫 斯 科 12℃ 23℃ 有雨
巴　　黎 14℃ 21℃ 有雨
羅　　馬 15℃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1℃ 36℃ 大風

檀 香 山 23℃ 29℃ 大風
洛 杉 磯 16℃ 26℃ 多雲
紐　　約 14℃ 24℃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多雲
多 倫 多 19℃ 28℃ 多雲
溫 哥 華 12℃ 17℃ 多雲
華 盛 頓 16℃ 25℃ 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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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有幾陣狂風雷暴

氣溫：26℃-30℃ 濕度：75%-95%
潮漲：01:19(1.4m) 10:47(2.0m)
潮退：04:31(1.2m) 19:23(0.6m)
日出：05:44 日落：18:56

17/5(星期五) 18/5(星期六) 19/5(星期日)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15－40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50－75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20/5(星期一)

氣溫：26℃-30℃

濕度：75%-95%

短暫時間有陽光

有幾陣驟雨

氣溫：26℃-29℃

濕度：80%-95%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氣溫：26℃-29℃

濕度：80%-95%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及雷暴

氣溫：26℃-29℃

濕度：80%-95%

大致多雲 有幾陣

驟雨及狂風雷暴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8℃ 38℃ 雷暴
河　　內 28℃ 33℃ 密雲
雅 加 達 26℃ 31℃ 雷暴
吉 隆 坡 26℃ 33℃ 雷暴

馬 尼 拉 27℃ 34℃ 多雲
新 德 里 27℃ 44℃ 天晴
首　　爾 14℃ 26℃ 天晴
新 加 坡 25℃ 32℃ 雷暴
東　　京 17℃ 25℃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10℃ 15℃ 驟雨

悉　　尼 12℃ 22℃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7℃ 15℃ 雷暴
雅　　典 15℃ 27℃ 天晴
法蘭克福 10℃ 22℃ 多雲
日 內 瓦 10℃ 16℃ 驟雨
里 斯 本 13℃ 17℃ 有雨

倫　　敦 8℃ 12℃ 多雲
馬 德 里 9℃ 16℃ 有雨
莫 斯 科 15℃ 30℃ 有雨
巴　　黎 10℃ 16℃ 驟雨
羅　　馬 11℃ 20℃ 有雨

美洲
芝 加 哥 19℃ 28℃ 多雲

檀 香 山 23℃ 30℃ 多雲
洛 杉 磯 16℃ 23℃ 天晴
紐　　約 10℃ 20℃ 驟雨
三 藩 市 11℃ 20℃ 大風
多 倫 多 7℃ 23℃ 多雲
溫 哥 華 10℃ 13℃ 有雨
華 盛 頓 13℃ 29℃ 多雲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15℃ 25℃ 多雲
長　　春 11℃ 25℃ 天晴
長　　沙 20℃ 25℃ 密雲
成　　都 17℃ 24℃ 有雨
重　　慶 20℃ 25℃ 有雨

大　　連 13℃ 20℃ 天晴
廣　　州 25℃ 29℃ 有雨
貴　　陽 17℃ 23℃ 驟雨
海　　口 27℃ 36℃ 雷暴
杭　　州 19℃ 22℃ 有雨
哈 爾 濱 10℃ 25℃ 天晴
合　　肥 19℃ 23℃ 有雨

呼和浩特 12℃ 20℃ 有雨
濟　　南 16℃ 27℃ 天晴
昆　　明 17℃ 27℃ 驟雨
蘭　　州 11℃ 18℃ 驟雨
拉　　薩 7℃ 20℃ 多雲
南　　昌 21℃ 25℃ 有雨
南　　京 16℃ 21℃ 有雨

南　　寧 23℃ 31℃ 有雨
上　　海 19℃ 21℃ 有雨
瀋　　陽 11℃ 26℃ 天晴
石 家 莊 17℃ 25℃ 密雲
台　　北 25℃ 30℃ 有雨
太　　原 13℃ 26℃ 多雲
天　　津 17℃ 27℃ 多雲

烏魯木齊 9℃ 24℃ 天晴
武　　漢 19℃ 24℃ 密雲
西　　安 20℃ 26℃ 有雨
廈　　門 23℃ 28℃ 有雨
西　　寧 8℃ 12℃ 有雨
銀　　川 14℃ 22℃ 多雲
鄭　　州 18℃ 26℃ 密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即將於今夏卸任的美國駐港總領
事楊甦棣，昨日出席一活動時形
容，香港持續地吸引國際商業投
資，證明了「一國兩制」成功保
留了香港特區的獨特生活方式，
包括其開放、透明、自由市場、
極強的競爭力以及法治等享譽國
際的特點，「這背後都是因為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承諾」。談
到中美關係時，他不認同美國的
亞洲「再平衡」戰略被解讀為美
國試圖遏制中國的崛起，「相
反，美國能從中國的穩定繁榮中
受益」。
楊甦棣表示，現時近1,400家

美國公司在香港設有辦事處，其
中超過一半將其區域總部設在香
港。無論是正在不斷發展的人民
幣離岸市場、香港作為往來內地
的重要門戶的作用，或是內地中
產階級的成長壯大，都使香港獲
益。「在香港的美國公司得天獨
厚，也能從香港的角色中受
益。」

對港未來充滿信心

他表明，自己對香港的未來
充滿信心，儘管它還面臨 諸
多挑戰，如高房價、污染、國
際學校招生名額的限制。「港
人適應環境的能力超凡，加上
與生俱來的開拓精神，使得他
們能夠繼續探索內地乃至整個
區域的商機。」

就香港的政制發展，他相信，
香港會在2017年及2020年普選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至於廉政公署
日前立案調查前廉政專員湯顯明
事件，他認為，廉政公署在香港
人眼中備受尊重，廉署的調查工
作亦反映了香港打擊貪污的決心
和能力。
楊甦棣又說，從美國總統奧巴

馬於3年前啟動了國家出口倍增
計劃開始，美國對香港的出口額
平均每年增長近20%，香港目前
是美國第十大出口商品市場，也
是美國第六大農業產品市場。他
並預期，在未來1年，美國對香
港的牛肉出口額將增加至5千萬
美元。

「再平衡」戰略非遏華

對於有人把美國的亞洲「再平
衡」戰略解讀為美國試圖遏制中
國崛起，楊甦棣強調，這絕非事
實，因為中國是美國一個重要夥
伴，美國能從中國的穩定繁榮中
受益。增進與中國的互動對於擴
大美國公司的機會至關重要，包
括在保護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等
關鍵問題上加深合作。兩國展開
了眾多雙邊合作事項，例如中美
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商貿聯委
會等，下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
話將於今年7月在華盛頓召開。
但他又稱，一些網路攻擊及竊

取商業秘密的事件，都可能嚴重
損害中美雙邊關係的互信。

■梁振英與孫志剛會面。 行政長官辦公室提供圖片

■反對派玩離場，企圖製造流會。 曾慶威 攝

■王國興先後兩次要求主席記錄不

在席議員名字。 曾慶威 攝

■陳 鑌批評反對派沒有履行作為

議員應有的職責。 曾慶威 攝

陳婉嫻認為，即使反對派

不支持剪布，亦大可出席議

會投票。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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