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5月26日（星期一）■責任編輯：羅紀良

針對日媒報道的中國軍隊飛機在東海「異常

接近」日自衛隊飛機一事，中國國防部新聞事

務局昨日表示，要求日方停止一切偵察和干擾

活動，否則可能由此引發的一切後果將由日方

承擔。中俄海軍聯合演習已按國際慣例對外發

佈相關海空域禁航通告。日自衛隊飛機偵察干

擾中俄軍演，不僅違反國際法，而且是一種軍

事挑釁。中國軍機有必要採取識別、防範措

施。日本蓄意製造事端，必須承擔由此而產生

的一切後果。日本賊喊捉賊的伎倆，必須受到

譴責！

5月24日上午，日本自衛隊兩架飛機闖入中國

東海防空識別區，對中俄海上聯合演習實施偵

察干擾。中國軍隊飛機緊急升空並採取了必要

的識別、防範措施，以維護參演艦機安全，確

保演習順利進行。日方軍機擅自闖入演習空域

並採取危險動作的行為，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

際通行準則。依據國際法，演習區域的設置有

三個目的：令過往船機避免航行危險、防止外

國艦機干擾演習、免除國家責任。中俄海軍在

東海預定海空域舉行的海上聯合演習是雙方共

同組織的例行性演習，並依國際慣例在演習前

通過多種方式對外發佈了相關海空域的禁航通

告。日方偵察干擾中俄演習，極易造成誤讀誤

判，甚至引發空中意外事件，日方須對此承擔

一切後果。

中俄首次在東海海域舉行聯合軍演，是共同維

護二戰後國際秩序的一種宣示。維護二戰勝利成

果和戰後國際秩序，是中俄兩國的共同立場。5

月2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

一起出席中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開始儀式，普京

在致詞時表示，「我們銘記二戰時期兩國是盟

友，共同抵抗了侵略者。」習近平與普京簽署的

聯合聲明指出，中俄將共同舉辦二戰歐洲和亞洲

戰場戰勝德國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70周年

慶祝活動，繼續堅決反對歪曲歷史和破壞戰後國

際秩序的圖謀。日偵察干擾中俄演習是危險的玩

火行徑，是對中俄共同維護戰後秩序的挑釁，必

將受到嚴懲，付出慘重代價。

中國和俄羅斯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

力量，曾經並肩浴血奮戰，為二戰勝利作出巨

大貢獻、付出慘重犧牲。中俄都堅定表示，決

不容日本胡來，顯示中俄必將聯手懲治日本破

壞戰後國際秩序的圖謀。 （相關新聞刊A2版）

日干擾中俄軍演須承擔後果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發表網誌指出，議

員不應拿全民退休保障作為棋子。事實上，

全民退保在西方國家破產已是事實，幾位激

進反對派議員明知不可行卻堅持拿全民退保

作棋子，不過是一種騙術。其目的是要綁架

議會，狙擊政府，增加政治曝光。這種表面

為公眾、實則為私利、損害市民大眾利益的

做法，必須受到譴責！

設立全民退保制度，涉及香港稅制的根本

改變，必須大幅加稅應付巨額開支。這方面

歐美國家已有慘痛教訓，香港豈可重蹈覆

轍。歐洲在債台高築的財政壓力下，多國已

選擇向市民「違約」，減少退休資助的金額

或押後起步年齡，以防觸發更嚴重的債務危

機。全民退保是重大政策，需要市民參與討

論，不能草率決定。表面上，全民退保是非

常動聽的政策，試問有誰不願意退休後可以

得到生活保障？但這其實是走進福利主義的

關鍵一步，整個社會要付出長遠代價。

其實，全民退休保障在香港並不是一個新

的概念。早於1974年已有人提議，不過當時

的名字是「中央公積金」。當年的立法局議

員擔心「中央公積金」將為香港政府未來帶

來沉重負擔，引發破產危機，或是供款金額

大增的風險。歐債危機的教訓，證明了當年

的議員確有先見之明。少數議員現在拿全民

退保作棋子作政治表演，損害的是全港整體

利益，令人反感。

實際上，香港已就退休保障採取各種措

施。現在已經有退休金計劃、強積金計劃，

加上政府給予長者高齡津貼每月1090元，並

加推「特惠生果金」，只要通過資產審查，

合資格的長者可每月取得高達2200元的特惠

生果金，而未符資格者，仍可按原有申請生

果金程式去取得1090元的生果金。至於生活

有困難的長者，可以透過領取綜援去解決。

現時社會雖有較多人認同政府應改革退

休保障制度，但如何改革卻仍未有共識。

有以希臘為例，說明若全民退保計劃一旦

爆破，就要由年輕一代去承擔。主流意見

認為，全民退保會分薄社會資源，應該集

中幫助有需要人士。顯然，退休保障是非

常重要的課題，影響非常深遠，實在不可

以草率決定。

拿全民退保作棋子是騙術

A4 重要新聞

財爺批拉布者搵「退保」做棋子
歷多年討論涉多方面政策 影響極深遠勿草率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屢次於立法會拉
布及騷擾與會官員，破壞行政立法關係。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日前結束訪歐行程後提到，德國國會有懲罰議員機制，值
得香港參考。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昨日認同，
必須透過修改議事規則，嚴肅處理議員拉布及投擲物品等嚴重
違規行為，同時也應該考慮設立「懲罰機制」，讓蓄意利用議
事規則空間去達到政治目的的議員付出更高的成本。
激進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擲物、肆意擾亂議會秩序以
至拉布阻撓特區政府施政的行為近年變本加厲，包括在今年立
會審議落實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時提出逾千項垃圾修訂
拉布，在早前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上更向特首梁振英擲物，令
答問大會歷史性「腰斬」。社會各界普遍認為，立法會應針對
屢次行為不檢議員修改議事規則，以至設立懲罰機制等。

李：讓搞事付出更高成本
李慧琼昨在一公開活動後指出，施政要暢順，行政機關應與
議會加強溝通，但立法會的角色實在不可或缺。現時，行政立
法關係緊張令她深感憂慮，尤其少數激進派議員多次利用議事
規則空間拉布阻礙法案審議，甚至多次做出令官員尷尬的行
為，須負上最大部分的責任。
李慧琼認為，有必要修改議事規則，讓蓄意利用議事規則空
間去達到政治目的的議員付出更高的成本，又呼籲不願修改議
事規則的議員再考慮，相信文明議會需要議事規則的配合。
李慧琼續表示，香港應參考其他國家及地區的議會不同類型

的、針對行為不檢議員的「懲罰機制」，如在拒絕對方參加當
日會議的同時，考慮禁止屢犯者停止出席多於一次的會議等。
她又不認為設「懲罰機制」會令立法會主席權力過大，因主席
裁決受公眾的監察，修改議事規則亦要立法會同意。

曾鈺成：德機制涉缺席遲到
不過，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在另一場合稱，林鄭月娥提出

的、德國國會對議員的懲罰機制，針對的是議員缺席、遲到、
沒有投票等紀律問題，若應用在議員的政治性行為，將引發較
大爭議，而他也不肯定立法會是否有這種針對議員涉及政治行
為的權力。
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昨日則表示，議員是由選民選出的，不
少發達國家及地區因貧富加劇，少數議員會在議會發起抗爭，而
香港貧富懸殊不斷加劇，一定引起部分市民不滿，有議員代表市
民發言，是在民主選舉下會發生的情況，而有關議員事先亦已衡
量過選民對他們所作所為的支持程度，不會因罰則而改變行為。
陳智思續說，在立法會會議上違規的議員並非主流，但亦有
其代表性，故難以訂定罰則懲罰有關議員。特區政府有必要與
他們溝通，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而選民倘不支持這些示威方
式，可在下次選舉時以選票反映。
被問及立法會議事規是否需要修改時，陳智思認為應由立法
會處理，立法會內部也可探討如何令議會形象得到公眾接受。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認為，香港於2017年

落實普選前，行政立法關係不免存在競爭，倘立法會被少數人
騎劫，就會令兩者關係惡化。她希望達成政改共識後，會紓緩
兩者關係。

馬逢國：行政立法未到臨界點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昨在香
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中指，行政立法關係不和諧或有矛盾
是正常的，而將行政立法關係描述成已經到臨界點，即「以後
都無得傾」是言過其實的。
不過，他承認，目前行政和立法之間確欠缺互相尊重，尤其

是反對派議員以拉布的手段，影
響行政效率及財政支出狀況，為
社會所不容，而他們所鼓吹的
「佔中」更挑戰法律，故特首梁
振英對此表達了立場，做法恰
當，並非挑釁。
馬逢國續說，議員應該理性、
尊重地辯論及監督政府，不能破
壞議會秩序，令質詢、辯論不能
有效率進行。他建議特區政府可
與立法會權力分享，預先諮詢議
員對政策看法，再形成政策以減
少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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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昨促請立會修改議事規則，防
止議員再次拉布拖累民生。 劉國權 攝

「拉布三丑」被市民鬧爆，但始作俑者之一、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
雄昨死撐，拉布是協助特首梁振英履行競選政綱，「佢應該感謝我吖
嘛。」不過，有學者批評，「拉布三丑」已經去到瘋狂地步，令立法會癱
瘓，罔顧社會利益。

梁國雄昨在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中死撐「拉布有理」，稱梁振英
競選時承諾設立養老基金，他之所以拉布是在「協助」梁振英履行競選政
綱，「佢應該感謝我吖嘛。」又聲稱立法會內有七成半議員支持「全民退
休保障」，但他自己拉布爭取時卻被責罵。

馮可強斥癱立會罔顧社會利益
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馮可強在同一節目上批評，梁國雄等拉

布無可能逼到政府讓步，只會耽誤時間，令立法會癱瘓，無時間商議社會
民生、經濟問題，而拉布蔓延至委員會更令市民擔心。

他強調，立法會不能因一項退休保障而令所有事項停下來，並批評「拉
布三丑」已經過了火位，罔顧社會利益，已去到瘋狂地步，其他反
對派成員也不支持。

不過，馮可強認為，行政立法關係緊張並非由某一人或一方影
響，現時政府於立法會無多數黨支持，是結構性矛盾，如果不改
變，就永遠都解決不到這個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在立法會拉布，令議員連日被迫放下手上工作，終日被困
議事廳，幸主席曾鈺成大剪一揮，拉布終有望告一段落。西九新動
力召集人、經民聯議員梁美芬昨出席一地區活動時大吐苦水，慨嘆
拉布令議員很難才能抽空落區，期望拉布鬧劇早日結束，讓議員能
有時間參與有意義的地區活動。

梁美芬昨出席由香港家長聯會及油尖旺區家長教師聯會主辦的
「愛香港．全港青少年禁毒大行動2014」。儘管烈日當空、氣溫逾
30多度，仍無損現場出席嘉賓和參與民眾的熱情。

梁美芬在啟動禮致辭時，大讚是次活動「正經」、「正氣」、
「正力量」，又引用了去年元朗青年斬死父親事件、日前台北捷運
青年斬人事件及加州青年槍殺途人事件，強調了家庭對青少年心靈
健康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鬧劇無意義 徒增市民惡感
梁美芬在活動後慨嘆，拉布行為非但沒意義，嚴重阻礙議員本來

的工作，也令市民厭惡和對議會及議員有負面印象。議員的本分應
該是「在議會內議政、在議會外落區和聆聽市民聲音」，但拉布令

議員很難得才能抽空進行地區工作，期望立法會能早日結
束拉布鬧劇，讓議員能有時間落區，參與有意義的地區活
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梁美芬：拉布剝奪落區時間長毛：CY應謝拉布
學者：「三丑」過火瘋狂

長毛大嚿「挾持」全民退保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出剪」，限制辯論時

間，拉布戰接近落幕，但發起拉布的社民連主
席「長毛」梁國雄、「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
（大嚿）等，均聲言特區政府不落實「全民退
休保障」，他們明年在審議預算案撥款時會繼
續拉布。
曾俊華昨以〈跨世紀辯論〉為題在網誌撰
文，立法會全體委員會已開始就1,192項對
《撥款條例草案》的修訂進行表決，估計需要
30多個小時，才可進入下一階段的審議，距離
三讀通過草案仍有一段時間。「特區政府會保
持審慎，不會鬆懈，在草案通過前，我們會繼
續作出適當準備和小心運用僅餘的臨時撥款，
以防萬一。」
曾俊華並特別向各緊守崗位的議員致敬。
「為了讓《撥款條例草案》可以早日通過，他
們需要整天坐在議事廳內，不斷就大量瑣碎無
聊的修訂按鈕投票，這肯定不是賞心樂事。他
們的忍耐，相信會得到市民欣賞。」
針對反對派威脅若不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
劃，他們會再拉布，曾俊華指出，退休保障制
度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涉及多方面的政策考

慮，影響非常深遠，不可以草率決定，更不應
作為討價還價的棋子。
他解釋，特區政府自1966年起，已經研究不

同退休保障方案，以1994年提出的「老年退休
金計劃」為例：在諮詢期間，社會意見相當分
歧，支持者認為計劃可以立即為長者提供退休
保障，涵蓋所有合資格的年長市民，包括沒有
供款的家庭主婦、沒有工作和已退休人士；反
對者則認為發放劃一金額的退休金並不公平，
有關金額對貧困長者可能不足夠，而較富有的
長者則根本毋須該等保障。

認強積金難處理非就業人口「退保」
不少人更擔憂計劃在財務上的可持續性：該
計劃或會引致一些福利社會面對的公共財政問
題，因為計劃實際上是用就業人口及其僱主的
供款和稅款，支持所有退休人士的退休金，當
這一代就業人口退休，他們的退休保障便由下
一代就業人口承擔。如果人口結構轉變，就業
人口減少、受供養人口增加，屆時就業人口及
僱主的供款或稅款，就可能要大幅增加，「其
實，這個問題已經在不少西方國家出現。」
經過反覆的討論，社會最終在1995年達成妥

協，同意推動強積金制度，目前有85%的打工

仔獲職業退休計劃的保障。
此外，當局並不斷採取改善措施，包括增加

市場競爭，提高強積金計劃透明度，藉此推低
強積金收費，又計劃推出核心基金，協助打工
仔更好地平衡投資風險和回報，及增加其他基
金收費的下調壓力。
他承認，強積金無法處理非就業人口的退休
保障，對低收入人士的保障也可能不足夠，但
這正反映了當局設計多根支柱退休保障制度的
原意，即在就業人口的退休儲蓄增加，政府就
可集中資源，協助社會上不能幫助自己的弱勢
市民。過去數年，特區政府不斷增加對基層長
者的財政支援，包括提高高齡津貼、推出長者
醫療券和長者生活津貼等。

已委港大評估 建議未來路向
曾俊華認為，強積金制度已推行20年，現在
是適當時間再次就退休保障制度作出檢討和討
論，故扶貧委員會「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
小組」已委託香港大學社工及社會行政學系講
座教授周永新及其團隊，評估不同退休保障方
案，及就未來路向提出建議，預計今年年中向
扶貧委員會提交報告，「（屆時）希望大家積
極參與這場跨世紀辯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一場浪費公帑、阻礙

民生措施的拉布戰，源於

有反對派議員以拉布來威

脅政府落實全民退休保

障。連續數星期在網誌批

評拉布議員的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昨日再透過網誌

跟議員講道理。他說，香

港的退休保障制度經歷多年

討論，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涉及多方面的政策考慮，影

響非常深遠，不可以草率決

定，更不應作為議員「討價

還價的棋子」。

■■曾俊華強調曾俊華強調，「，「退保退保」」不應作為不應作為「「討價還價的棋子討價還價的棋子」。」。圖圖
為他昨日主持為他昨日主持20142014年度東區龍舟競渡大賽頒獎禮年度東區龍舟競渡大賽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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