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於立法會審議落實財政預算案

時拉布，令各項惠民措施難以落實，市民利益受到損害。特首梁振英昨日批

評，拉布議員騎劫大多數議員和市民的意願，癱瘓政府和議會運作，令「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受助人額外發放的津

貼等都被延遲，最終令市民受害。「社會對議會裡面幾年來，不單是今屆政

府，出現的拉布情況，影響到香港社會的競爭力，深惡痛絕。」

梁振英：拉布害民 社會深惡痛絕
騎劫市民意願 癱瘓政府議會 損香港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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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

正聲昨日在京會見香港省級政協委員聯誼

會訪京團時指出，中央有誠意在港落實普

選，而香港人對普選的意願是非常積極

的，相信香港市民不想看到任何與中央對

抗的行為，並強調維護法治對香港繁榮很

重要。俞主席這番話實際上點出了「佔

中」對香港的禍害。事實上，中央反對

「佔中」態度堅定、立場鮮明，絕不會向

任何破壞法治、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要脅

退縮讓步。「佔中」搞手必須放棄幻想。

香港各界需攜手合作，採取有效措施抵制

「佔中」，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確保順

利落實普選。

反對派企圖以違法「佔中」、癱瘓香港

金融中心運作，脅迫中央接受他們違反基

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方案。這是拆除香港通

向普選的法治軌道，犧牲香港的繁榮穩

定。中央不可能坐視不理。中央明確表達

反「佔中」的堅定立場，將進一步增強社

會各界守護中環、守護法治、守護香港的

決心和信心。

目前，反對派正在處心積慮煽動支持者

參與「佔中」，炮製民意假象，向中央和

特區政府施壓。中央提醒香港注意維護法

治的重要性，希望香港各界高度重視「佔

中」違法的危害性，同心協力遏制「佔

中」。昨日，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答問大

會上明確表示，特區政府對「佔中」不會

坐視不理，亦不會低估「佔中」發生的可

能性。倘若「佔中」發生，警方一定會堅

決執法，依法辦事。警方不會向「佔中」

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特區政府反對

「佔中」態度清晰明確，是對市民負責，

讓市民認識到「佔中」是違法行為，後果

非同小可，不會被「佔中」倡議者利用，

成為犯法的工具。

「佔中」令市民陷入法網中，前途盡毀，

對青少年影響尤其重大。對此，社會各界應

該攜起手來，揭露「佔中」的危害性和欺騙

性，讓反「佔中」觀念深入民心，形成反

「佔中」的強大民意，令「佔中」圖謀破

產，為順利推動普選、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掃除阻礙。 （相關新聞刊A1版）

港人反「佔中」 反對對抗中央
就行政長官昨天上午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被少

數議員打斷發言及擲物，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指

出，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官員到立法會履行工作

職責必須得到尊重，立法會的正常秩序應得到有

效維護。我們認為，個別議員針對特首的粗暴行

徑，既是企圖打擊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也是對基

本法的挑戰。港澳辦的表態，顯示中央高度重視

維護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的崇高憲制地位，不容

損害政府有效施政和立法會的正常秩序。社會各

界和立法會，都須譴責極少數議員的野蠻行徑，

以維護基本法的權威和議會的正常秩序。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長，

也是特區政府的首長，同時向中央和特區負

責。行政長官領導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執行基

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

他法律，並須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

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以及代表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

務，等等。在「一國兩制」之下，行政長官的

憲制地位特殊及重要。

少數議員在昨日特首答問大會上向特首叫

囂、打斷發言及擲物，導致特首答問大會提早

結束，是立法會歷史上首次，性質非常嚴重。

對此，港澳辦發言人表示，反對任何濫用議事

規則，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進行干擾、損害香

港公衆利益的行為。

少數反對派議員不斷挑釁、狙擊和襲擊梁特

首，針對的不僅僅是梁振英一個人，而是針對

整個問責班子和特區政府，針對堅定不移支持

梁振英依法施政的中央政府，損害香港的繁榮

穩定。建制派議員同聲譴責少數議員行為極不

檢點，挑釁和襲擊特首，扼殺議員向特首梁振

英提問的權利，並認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驅逐

少數議員的裁決合理。特首梁振英對個別議員

的粗暴行為予以強烈譴責，並表示不希望有關

的情況再次發生。

立法會必須有規有矩，有需要嚴肅處理此類

事件，對幾位議員粗暴野蠻的行徑進行譴責，

並對其違反議事規則的行為作出處分。立法會

應該考慮修改目前的議事規則，應該勸喻或阻

止某些經常破壞會議的議員進入議事廳內，而

議員亦只應該攜帶與會議有關的文件或相關物

品，其他的物品應一律被禁止，以預先阻止少

數議員在會議廳內做出違規的行為。

不容損害特首憲制地位和管治威信

A4 重要新聞

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開場發
言中，以大篇幅批評拉布。他表

示，近年立法會部分議員的一些行為，包
括在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明言拉布，騎劫
大多數議員和市民的意願，令人側目。
他續說，特區政府所獲的780億元臨時
撥款只足夠政府部門應付約2個月的開
支，倘遲遲未能通過草案，所有公共服務
會陸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包括政府直
接提供的服務，以及學校、社福機構提供
的服務。

民生議案「大塞車」
梁振英指出，除了撥款條例草案被明言
拉布，其他議題也陸續被拉布，如在立法
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有議員
以提出大量議案的方式，嚴重拖慢審議新
界東南堆填區、綜合廢物管理設施，以及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進度，財委會更出現
了議程「大塞車」，進度嚴重滯後。
他批評，近年拉布有常態化的趨勢，頻
頻癱瘓政府和議會運作，最終令市民受
害，很多撥款建議均會受到拖延，如「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額外增加幼稚園學

券每年2,500元，長者醫療券增至2,000
元，加強對非華語學生的支援，向綜援、
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受助人額外發放
的津貼，為公屋住戶代繳1個月租金等措
施：「這些政府的提議，都在立法會出現
『大塞車』的情況，令到有需要的市民受
到影響，最終受害的是市民。」

阻各基層津貼發放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問及倘拉布導致本港

陷入財政懸崖，梁振英會否考慮和問責團
隊暫時不出糧，和本港市民同舟共濟時，
梁振英強調，自己和問責團隊不出糧，幫
不了受拉布影響的長者、基層人士和兒
童，「如果我和特區問責團隊不出糧可以
做到這些事情，無所謂。但是我現在講的
不是一筆小的錢，我們講的是特區政府需
要用的所有錢。如果立法會不能夠及時通
過撥款條例草案，所有收政府錢的人都收
不到錢。」
梁振英又表示，拉布已影響了創新及科
技局的成立：他在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成立
創科局，以創新、科學及技術，促進經濟
發展，改善市民生活，而在立法會資訊科

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已於本月3日舉行的
特別會議上，大部分出席團體及公眾人士
均支持成立創科局，「立法會資訊科技及
廣播事務委員會及工商事務委員會均通過
動議，支持盡快成立該新決策局。但已有
一位立法會議員明言以拉布方式，阻礙成
立創新及科技局。」
他續說，拉布對法案的審議也有影響，

包括調控樓市的雙倍印花稅的草案。

明言拉布無可抵賴
梁振英其後回應「街工」議員梁耀忠

提問時更直指，「自從政府向立法會提
交今年度的撥款條例草案之後，在本議
會所發生的事，如果有人說不是拉布的
話，我相信外面 710 萬市民沒有人相
信。」他批評這是明言拉布，像「佔
中」是明言犯法一樣。
他強調，自己十分重視行政立法關係，

而每個公職人員，包括立法會議員都要受
到社會輿論的監督，「社會對議會裡面幾
年來，不單是今屆政府，出現的拉布情
況，影響到香港社會的競爭力，深惡痛
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瑞士
洛桑管理學院日前發表《2014年全球
競爭力年度報告》，香港的排名10年
來首次跌出三甲。特首梁振英昨日坦
承，香港在世界城市中的相對競爭力
「不進則退」。他指出，新加坡輸入
外勞令勞動力供應增加及競爭力增
加，而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將為香港帶
來新的經濟增長點。他呼籲「臨淵羨
魚，不如退而結網」，立法會應盡快
支持和通過有利於社會發展及競爭力
的政策。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昨日在特首答問大

會上指，近年來社會內耗，施政不暢
順，令本港於多個競爭力排行榜的排名
都下跌，而不利香港的情況如「佔領中
環」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增加社會營商
的成本，令工商界擔心本港競爭力會進
一步下滑而影響經濟和民生。

減內耗齊心推發展
梁振英在回應時強調，他和特區政府

非常重視本港的競爭力，而今年的施政
報告亦有相當多提升本港眼前和長遠的
競爭力的建議，但在世界眾多城市中，
香港相對競爭力確「不進則退」，「不
要說因為剛才梁君彥議員說到一些內耗
令到我們倒退，我們不進就已經是退，
所以我們一定要全社會齊心。」

落實新政策阻力多
他坦言，「各有前因莫羨人」，在羨

慕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同時，香港需要

「退而結網」，「有很多事情要落實，
我們不是沒有潛力也不是沒有機會，我
們在全世界經濟發展最有潛質的一個地
區，而我們國家也給我們很大的支持，
因此我們不乏政策，不乏建議，不乏舉
措。問題是落實，在落實過程當中，確
實我們碰到很多阻力。」
梁振英舉例說，大家都注意到洛桑管

理學院的報告中，新加坡上升兩級超越
本港，當地近年的人均產值可以快速上
升，其中一個原因是增加生產要素：勞
動力供應及土地供應。

星洲輸外勞添動力
他指出，新加坡有120萬外勞，佔了

當地總勞動力大概三四成，而本港很多
大型工程因為建築價格上漲，造成成本
和價格上漲，建築工人不足亦是大家知
道的，「我們要如何克服這個問題？不
要說我們好像新加坡般輸入120萬的外
來勞動力，如果我們輸入12萬、12,000
的外來建築勞動力又如何呢？」
梁振英表示，輸入外勞不是政府想做

不想做，而是全社會要坐下來，痛定思
痛，「我們有句說話『臨淵羨魚，不如
退而結網』，政府有政策、有建議的，
我們要落實……亦希望一些有利於社會
發展，有利於我們競爭力，有利於市民
福祉的一些舉措，能夠盡快得到立法會
的支持和通過。」
他特別提到，科技是競爭力中一個很

重要的元素，希望立法會和特區政府一
起盡快促成設立創新及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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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剪」完又拉 垃圾修正仍未表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主
席日前宣布剪布，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更直斥反對派
「拉布」行為，但「拉布三丑」在立法會繼續審議預算
案撥款條例時繼續「天花龍鳳」。「人民力量」陳偉業
發言時更要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吃大便，其
他反對派議員也「接力」發言。在8.5小時的會議中，
「拉布三丑」及自由黨黨魁田北俊要求點算法定人數合
共9次，耗費議會時間逾1.5小時，令會議到晚上始進
入第六項合併辯論，但仍未就反對派提出的1,192項垃
圾修正案進行表決。立法會今晨9時續會。
立法會大會昨日下午續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繼續審議《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階段。「拉布三丑」
未有理會特首及建制派議員批評，繼續面不改容無限拉
長發言，及多次重複發言。

陳偉業辱蘇錦樑包容論

在辯論期間，「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再次侮辱官
員，包括質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包容「穿金
戴銀」的內地客，卻不叫食環署執法人員包容90多歲
的女小販，故蘇錦樑在收到「屎包裹」時應該吃下去，
以示「包容」。

長毛懶寫稿換名重複鬧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發言批評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時，被主席曾鈺成「發現」內容與他早前批評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的內容有重複，並挪揄他只不過將陳家
強的名字「貼上」曾俊華的名字就再鬧一遍，着令他不
要再重複發言。
其間，「拉布三丑」不斷批評個人遊為香港帶來影

響，前旅發局主席、自由黨黨魁田北俊就批評他們的言
論不公允。他強調，旅客增加並非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就議員聲言政府為建設酒店而忽略市民住屋需要，實際
上去年政府賣地只有兩幅是酒店用途，其餘多塊土地則
可建約2萬個住宅單位。
他續說，香港作為城市，雖然幾千萬旅客人次看似十
分多，但北京每年亦有上億人次的遊客，即使美國紐約
市，每年亦有不少本國旅客到訪，故香港的旅客人次並
非太過誇張。

同道「接力」又浪費一日
拉布期間多名反對派議員亦不時手「接力」，似要將

自己的「偉論」留在會議逐字記錄，題目亦互不相關，
例如組織所謂「香港本土」的范國威，就借講自由行旅
客「迫爆」香港，乘機宣傳他們過往的行動；民主黨單
仲偕又借機翻炒早期「免費電視牌」事件，向蘇錦樑
「抽水」，要減其人工；工黨何秀蘭則借港台事件，針

對鄧忍光「空降」港台，不尊重港台編輯自主。
大會耗費了約8小時仍就第五項合併辯論主題作辯

論，到晚上10時半始進入第六項合併辯論。最後，由
於沒有足夠時間就反對派提出的1,192項垃圾修正案進
行表決。立法會須於今晨9時續會。

■反對派昨日繼續在立法會內拉布。 莫雪芝 攝

■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開場發言中，以大篇幅批評拉布。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