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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看來預算案「拉布戰」已是不可避免，關鍵是何
時、怎樣、誰人去停止這場不義之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過去曾運用《議事規則》第92條所賦予的權力進行，但一
方面法院仍在處理「剪布」裁決的相關訴訟，曾鈺成會否
照用如昔仍是未知之數；另一方面過去多次「剪布」固然
成功停止了「拉布」，但也變相為激進反對派解圍。曾鈺
成早前便提出了在制度上解決「剪布」問題，思路無疑是
正確的，這4個建議對於處理「剪布」的尺度並不相同，但
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需要大多數議員通過，即是反對派將
成了能否終止「拉布」的關鍵力量。「剪布」的球已交到
反對派之上。
立法會大會將於下月開始審議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
例草案，並最遲要於5月中通過，否則本港可能會出現「財
政懸崖」。然而，激進反對派卻懶理政府停頓對民生的影
響，堅持在預算案審議時發動「拉布」。現時政府已經收到
立法會議員就預算案所提出的近7000條問題。過去一些議員
總喜歡利用這個問答環節去問一些無聊瑣碎的問題以刁難官
員，但這次更加離譜，長毛梁國雄竟然問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過去五年究竟花費了多少人力和公帑處理UFO事宜上，
這些問題已經是公然浪費官員和議會時間精力，浪費公帑，
選出長毛之流的議員也可說是香港的悲哀。而除了問答環節
外，一眾激進反對派也揚言會在辯論時提出大增修訂，以達
到「拉布」阻礙預算案通過的目的。

長毛「拉布」實為虐老
荒謬的是，長毛等人為了讓「拉布」出師有名，於是打出
了安老的旗幟，聲言除非財政司司長設立一個未來養老基
金，為人口老化未雨綢繆，否則必在預算案辯論時又再「拉
布」；其他激進反對派議員看來也會將安老問題借題發揮。
為什麼激進反對派總是以安老作為「拉布」的理由？原因很
簡單，一是這個議題表面上是為長者和廣大基層市民爭取權
益，可以討好市民；二是他們所提出的都是些不切實際的建
議，全民退休保障、退休基金不是長毛之流喊喊口號就可
以，當中涉及大量的難題，需要長時期的論證和討論，也未
必符合香港的現實情況，所以實行機會極低。正是因為成事
機會不大，激進反對派才可以將此作為「永遠爭取的目
標」，在每次選舉、每次「拉布」時循環再用一遍，本小利
大。
長毛等人最虛偽的是，他們所作所為名為護老實為虐老。
如果預算案不能在5月中通過，6月政府隨時可能面對缺水之
虞，各項政府服務、社福開支可能要暫時停止，屆時長者的
綜援金、生果金能否如期發放也成疑問，更不要說在施政報
告中提出的多項扶貧措施更會受到拖延，最終受害的正正是
廣大的基層市民和長者。長毛等人明知所提的要求只是鏡花
水月，當局過去從來也沒有因為「拉布」而就範，但他們堅
持「拉布」，這等於是將基層市民和長者作為自身的政治籌
碼，難道這就是他們口中的「濟弱扶傾」？長毛等激進反對
派的虛偽和計算，令人不齒。
現在看來，「拉布戰」已是不可避免，關鍵是何時、怎

樣、誰人去停止這場不義之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過去曾運
用《議事規則》第92條所賦予的權力進行，但一方面法院仍
在處理「剪布」裁決的相關訴訟，終審法院將於9月開庭，
雖然在這段期間並不影響主席運用權力，不過曾鈺成會否照
用如昔仍是未知之數；另一方面過去多次「剪布」固然成功
停止了「拉布」，但也變相為激進反對派解了圍，他們更借
此大肆攻擊曾鈺成。

反對派不能再對「拉布」隔岸觀火
因此，曾鈺成早前便提出了在制度上解決「剪布」問

題，向議事規則委員會提出4個剪布建議，一是在議事規則
訂立程序，讓議員在內會提出終止辯論議案，在獲大多數
議員支持時，可交大會即時表決；二是設定辯論時限；三
是由立法會主席決定議案「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定義；
四是賦權立法會主席選取修正案付諸表決。只要「剪布」
機制設立，屆時責任便由全體議員承擔，令激進反對派再
無口實。
「剪布」制度化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但這4個建議對於

處理「剪布」的尺度並不相同，例如要求在內會獲大多數議
員支持，難度上與通過政改方案一樣；但所有方案都有一個
共通點，就是需要大多數議員通過，即是反對派將成了能否
終止「拉布」的關鍵力量。反對派對此明顯不樂見，原因是
過去在「拉布戰」他們都故意置身事外，隔岸觀火，樂見政
府與激進反對派兩敗俱傷。但當機制設立後，任何終止的建
議都需要反對派的支持，他們如果支持，肯定會被激進反對
派攻擊；不支持又會被主流民意責難。所以，他們對於「剪
布」機制一直費煞思量，原因正在於此。不過，「拉布」對
民生有害無益，激進反對派要玩火是他們的事，反對派沒有
理由參與其中，反對派如果繼續拖延，等於站在民意的對立
面，將要承擔沉重的政治代價。

劉正清

議員訪滬是一次與中央直接溝通的機會
梁振英表示，自上周三他宣佈中央接納其要求，安
排議員去上海訪問之後，特首辦通過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接獲部分議員關於行程主要內容的想法和要求，部
分議員也直接向特首辦反映意見，他把有關要求向中
央轉達，包括議員希望與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見面，
交換意見。
眾所周知，王光亞、李飛不僅是主管港澳事務的高
官，而且還是港澳問題專家，對中央政策把握、對基
本法內涵的認識、對香港事務的熟悉程度，都堪稱一
流。以往，議員們與中央官員隔空喊話，難免詞不達
意，意有曲解，或多或少存在誤讀、誤判、誤傳，現
在中央能夠安排議員訪滬，派重要官員面對面與大家
溝通，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雙方話題所指，只要符
合「一國兩制」的原則，符合基本法的要求，有利於
國家和香港的繁榮穩定，相信中央一定會認真考慮，
這對於推動香港政制發展、民主進程、民生改善都有
推動作用。

當然，難免會有一些議員對這次活動有自己的解
讀，甚至給活動貼上「統戰」、「洗腦」、「軟化」
的標籤。果如此，就有點「走火入魔」了。試想，中
央不和你溝通，你要說中央高高在上，不聽民意；中
央和你溝通，你又老是猜疑，豈不是小家子氣了？

議員訪滬是一次與內地交流的機會
今天的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合作交流才能實

現互利共贏。如果說港人視野和胸襟不開闊，缺少合
作交流的基因，那是不客觀、不現實的。但不可否
認，某些港人也有視覺上的盲區和認識上的誤區。他
們可以「兩眼向洋看世界」，但對身後內地變化關注
不夠，還是用老眼光看內地，還用陳舊的思維模式去
解讀內地。這些表現都是不合時宜的。
議員們訪滬，不妨多看看、多聽聽，用心去感受內

地變化的每個細節，探尋香港與內地合作的機遇。李
克強總理前不久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後的
記者會上說，內地正在進一步擴大開放服務業，香港
在這方面是有專業優勢的，近水樓台可以先得月。

事實的確如此， CEPA簽署10年來，內地與香港在
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貿易投資便利化等方面呈現
出可喜變化。而陸續簽署的補充協議的實施，也使制
約香港服務業進入內地的障礙逐步得到解決。目前，
CEPA涵蓋的服務行業包括了銀行、建築、醫療、法
律、會計等，它鼓勵更多香港的專業人員進入內地發
展，包括開放專業考試符合資格的香港居民的進入、
在香港設立考試點方便香港專業人士參加內地專業資
格考試等，這為以服務業為支柱的香港創造了更多發
展機會。
那麼，香港服務業進入內地還需要解決什麼難題？

議員訪滬，可以與各方人士探討交流，今後，可為提
升雙方的合作水平多做一些有益的事。至於議員們關
心的香港與內地合作中的一些問題，也可乘此機會向
中央官員表達自己意見、反映政黨訴求、提出各種建
議。

議員訪滬是一次借鑒上海經驗的機會
不可否認，在某些港人心裏，對上海的快速發展心
存「瑜亮情結」，特別是上海自貿區的試驗建設，在
一些人看來，上海和香港會在一個碗裏搶食。其實，
大可不必這樣狹隘地看問題。上海與香港各有各的優
勢，關鍵是港人應以良好的心態看待上海，了解並借
鑒上海的長處。
上海有「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上海現在的人口

已經達到2400多萬，其中有900多萬外來人口。上海

從來不排斥外來人
口，而是稱他們為
「新上海人」。上海
還與周邊的兄弟城市
建立了「長三角城市
聯盟」，打破壁壘，
互聯互通，攜手發
展。上海具有強大的
凝聚力。從城市建設，到產業轉移，再到世博會，對
於上海這樣一個超大型城市來說，辦成每件事都不容
易，但上海做到了。上海值得香港學習的地方當然不
止這些，還有很多秘訣值得人們探究。只有走近上
海，才能了解上海。
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社會的精英階層，無論來自哪個

黨派，都應把700萬港人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抓住這次
機會，開啟一次有意義的行程，定能大有收穫。 2005
年，香港立法會議員歷史性地到珠江三角洲展開了為
期2天的訪問，先後到訪深圳、東莞、廣州和中山等
地，不僅與廣東省領導交換了合作建議，還實地考察
了廣東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被稱作是「破冰之
旅」；今天，議員們能夠再赴上海，可以堪稱是「溝
通之旅」、「交流之旅」、「學習之旅」，何樂而不
為呢？能夠反映社會訴求、凝聚各界共識、推進民主
進程、維護港人福祉，這才是有責任、有擔當、有遠
見的議員首先應該考慮的。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議員訪滬是溝通之旅、交流之旅、學習之旅
3月17日，特首梁振英宣佈，接獲中央通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將在上海與立法會議員會面，就政改等問題進行交流。中央安排

全體議員訪問上海，王光亞、李飛還專程赴滬與議員會面。這是一次溝通、交流、學習的難

得機遇。立法會議員有責任為700萬港人謀福祉，無論有什麼政綱、持什麼觀點，都應該消

除顧慮、偏見與猜疑，主動參與這次活動。

■劉炳章

劉炳章 經濟發展委員會成員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挑撥兩地矛盾 受苦是港人

先不說其他，絕大部分今天被稱為「香港
人」的市民，祖先均是來自內地，如40、50
年代因政局動盪來港的資本家和企業家，以
及60、70年代為改善生活來港的勞工。不管
是哪個年代來港人士，以至近年透過單程證
計劃來港家庭團聚的人士，大家都視香港為
安身立命之所，大家同宗同源，本是同根
生，相煎何太急？

盲目針對內地遊客百害而無一利
現實一點看，2012年，香港的對外貿易

總額為73,465億多港元，與內地的貿易總
額更達36,986億多港元，單是內地和香港
兩地的貿易額，已佔香港對外貿易總額逾
一半。2013年香港與內地的貿易額更是有
增無減，較2012年上升17.5%，香港的上
市公司更有超過50%是內地企業。種種統
計數字都清楚告訴我們，內地和香港經貿
已經高度融合，硬要將兩者切割，對香港
百害而無一利。再者，根據非正式統計，
現時有超過30萬港人長期在內地工作、營
商和生活，尚未計算在港內地企業聘用的
無數職位，破壞香港經濟持續健康和穩定
發展，事事盲目針對內地和內地人，對香
港又有何益處呢？
猶記得早前有人提出徵收陸客入境稅，這

個聲稱是幫助港人的「建議」，竟引起一輪
熱議。事實上，根據入境處最新的數字，香
港每日大約有11萬人次外地訪客，主要是循
陸路進入香港的內地客。相對於每日多達18
萬人次的香港居民通過陸路口岸進入內地，
可以看到入境內地的港人數目遠比赴港內地
居民為多。一旦香港向內地來港居民徵收入
境稅，內地亦可能對港人作出相同的措施，
受害的還是香港人。
反對自由行的人士不時拋出數據，指旅遊

業僅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4.5個百分點，
而單就自由行而言，只貢獻GDP約1.3%，
對整體經濟貢獻甚小云云。這種說法，實際
上是誤導，因為單是那看似微不足道的貢

獻，便直接涉及多達11萬個就業職位；事實
上，早有論者指出，現時香港旅遊相關行業
聘用的僱員高達60萬名，佔香港總勞動人口
約六分之一，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基層前線員
工。
無論如何，旅遊及相關行業會影響香港

數以十萬計家庭的生計，是個不爭的現實。
所謂「驅蝗」的示威者曾否想過，他們一小
撮人的激進行為，除影響內地旅客、加深兩
地人民的誤會外，其他海外旅客看在眼裡甚
或被殃及的，同樣會對香港心生負面印象，
更何況這班激進示威者在示威過程中曾經錯
罵韓國旅客。不管如何，內地旅客合法入
境，理應可享受旅遊樂趣，跟各國來港旅客
一樣，都應該受到香港人相同的尊重和招
待。

兩地血濃於水 應互相尊重
假如示威者只是針對部分內地旅客的不文

明行為，例如亂過馬路、吐痰、抽煙、大聲
談話、亂拋垃圾等，這樣還情有可原，但香
港人，包括那批激進示威者亦應想想，香港
其實不也曾走過同樣的路嗎？年紀稍長的應
該還記得，電視日夜播放政府製作的教育宣
傳片「慢慢走，勿亂跑，馬路如虎口」、宣
傳反吸煙的「黑肺」電視片、發動全港捉
「垃圾蟲」和制訂定額罰款等。文明，是需
要透過人們互相教育、互相感染和互相監察
才能獲得的成果，內地和香港血濃於水，怎
麼我們就不能以自己最好的一面向同胞展
示，讓內地客將我們的「好」帶回內地，感
染他人呢？
除針對內地旅客外，近年又有人提到，要

求減少移居香港的單程證數量，甚至要為人
口「封頂」，以免有更多人來港「搶資
源」。這種要求，明顯忽視了現時香港的實
際情況。最新的資料顯示，2012年有多達
20,161名港男娶內地女士，同時亦有6,785
名港女嫁予內地男士為妻。這批合共近
27,000名的香港居民，至少有一半選擇與另

一半在港
發展。跨
境婚姻持
續增加，
凸顯團聚
需要之殷
切，亦顯
示出未來
人口結構改變和增長是不變的現實。
中央政府近日宣布，原定在港舉行的亞太

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將改在北京舉行。有關
安排是否與上述「盲目反中」的行動有關？
會否是一種警號、又會否陸續有來呢？

務實擴容 把握商機
筆者明白，旅客數量增多，對香港市民的
確造成不便，兩地的文化差異，衍生不少誤
解和衝突。然而侮辱和謾罵式的示威抗議活
動、不同意見人士間互相指摘詛咒，一切都
無助解決問題。理智的香港人一定明白，內
地和香港融合是香港不能改變的發展方向，
兩地人民交往只會愈來愈頻繁，我們亦要調
整心理，接受這改變是生活中不能和不應改
變的一部分。
反過來說，香港人今天可以自由往返內地

工作、投資、營商、居住、養老、求學和旅
遊等，不需申請簽證、可多次自由出入，而
且沒有限期。一旦內地限制或撤去此等措
施，會對香港經濟有何災難性影響？會有多
少人失業？社會又會變得如何動盪？筆者實
在不敢想像。
與其整天埋怨旅客帶來的不便，倒不如
務實地想辦法擴容，把握這難得的商業機
遇，讓社會大眾一道享受自由行旅客帶來
的種種好處。連月來，打造大嶼山人工
島、設立邊境商業城等官方或民間的多個
構想已分別出台，從積極層面去看肯定有
助於分流旅客。但如何可以付諸實行，則
還需各界秉持客觀理性的態度，有商有量
一起尋求共識。

日前在尖沙咀廣東道發生的辱罵內地旅客事件和旺角「拖篋」反自由行旅客事件，

一小撮激進示威者聲稱行動目的是為了保障港人利益，又斥罵內地旅客搶奪港人資

源。但在筆者看來，不管其出發點如何，最終只會挑起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矛盾，把旅

客趕走後，最終只會害苦香港人。

政改諮詢正處於「大直路」與「堀頭路」的交
叉路口，社會各界理應更加務實商量，以更好達
至共識，收窄分歧。此時，激進勢力卻祭出「絕
食騷」意圖破壞有商有量的氛圍，偏離了理性討
論的範疇。若激進勢力持續設局，乘勢主導反對
派陣營，無異於為政改埋下定時炸彈。

絕食硬銷「三軌」謬論
有政治團體將於下周五發起絕食行動，聲稱

為了爭取普選，呼籲參加者支持「佔中運動」
及「真普聯」的「三軌方案」。李卓人擔任絕
食團發言人，多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更粉墨登
場，直接參與絕食。
政改諮詢啟動四個月來，反對派激進勢力醉

心於沽名釣譽，指責多是陳腔濫調。既缺乏政
治承擔，又不時誤導公眾，還煞有介事地說擔
心政府最終不會因應主流民意落實普選。若激
進勢力堅持「為反對而反對」的既定模式，脫

離基本法的軌道和「一國兩制」的政治現實，
只會把政改引向歧路。
前些天，「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也已聲稱

接受中央「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說法。激
進勢力繼續推「三軌制」是明知故犯的賣假行
為，實乃自欺欺人的做法。「三軌方案」提出
經「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的候選人，提
名委員會必須予以確認，存在僭越、架空、約
束提名委員會的權力這一要害，其形式和實質
均違反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中央的底線經已明確，激進勢力必須丟掉幻

想。讓人揪心的是，若反對派由激進勢力主導，
不時發起絕食、霸佔等非理性行動，政改好大可
能原地踏步，必然衝擊香港社會繁榮穩定。

絕食猶如預演「佔中」
李卓人是否會搶奪「佔中」指揮權？大家正

在猜測「佔中」三子會否答應時，李卓人導演

的絕食活動已選擇在中環上演，猶如預演「佔
領中環」。
李卓人除了是「支聯會」主席外，還是工黨

主席，2013年還蓄意發起了碼頭工潮事件，成
為公認的文革式批鬥搞手。此前，「民陣」元
旦遊行及集會傍晚結束後，有激進反對派及
「本土派」團體留守中環街頭進行游擊式抗爭
活動，直接導致中區不少商舖提早落閘，太子
大廈遮打道出入口被迫用鐵鏈鎖上，造成現場
一片混亂，交通癱瘓，市民出行受阻。
事實上，激進反對派政黨和頭面人物也是各

懷鬼胎，都企圖擴大勢力，甚至騎劫「佔中」
冀達到自己的目的。若絕食行動挑起社會矛
盾，脅迫行動變質，必定阻礙政改諮詢有序推
進，或許會令社會各界、特區政府和中央方面
所付出的心血付諸東流。對此，社會和市民需
要認清亂局黑手的真面目，呼籲警方果斷處理
違法行為。

激進勢力「絕食騷」有破壞冇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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