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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的調查顯示，6成多受
訪巿民不贊成立法會議員拉布。少數議員借
拉布表演政治騷，癱瘓政府施政和立法會運
作，令市民成為最大受害者。主流民意清晰
表達反對拉布的態度。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該
凝聚更強大民意，敦促立法會阻止拉布，重
振立法會綱紀，恢復立法會和政府的正常運
作，切實維護公眾利益。

調查結果清楚顯示，拉布不得人心。本港
大多數市民是理性清醒的，不會因拉布議員
提出冠冕堂皇的議題而被迷惑。調查指出，
63.7%受訪者不贊成立法會議員為爭取全民退
休保障，於審議財政預算案時「拉布」，贊
成的只有3.5%；有議員聲稱爭取全民派1萬元
在審議財政預算案時「拉布」，更有多達
68.5%受訪者表示不贊成，贊成的僅有8.8%。
民意反對拉布態度鮮明，說明大多數市民認
清拉布做騷的實質。激進派議員以爭取全民
退休保障、全民派1萬元為由發動拉布，但這
些議題社會根本未有共識，難以落實，拉布
議員不過是借題發揮，癱瘓立法會運作，阻
擊政府有效施政，撈取政治利益。市民愈來
愈看清楚拉布的目的，愈來愈對拉布感到煩
厭。

值得留意的是，調查顯示是否支持財政預
算案拉布，有超過20%的受訪者表示既不支持
也不反對；而是否要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來
防止拉布，市民則未有主流意見，有4成多贊
成，但也有近3成反對。這說明，有不少市民
還沒充分認識到拉布的嚴重性，反對拉布不
夠堅決。近年拉布出現常態化的趨勢，頻頻
癱瘓政府和議會運作，很多政府的撥款建議
均受到拖延，此次預算案提出的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長者醫療券增至 2,000 元，向綜
援、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受助人額外發
放的津貼等扶貧助弱措施都因拉布而不能落
實，令到有需要的市民受到影響，最終受害
的是市民。拉布還使政府出現財政懸崖，無
法維持公共服務，這是對市民更直接、更貼
身的衝擊。美國政府就因國會在預算案拉布
而導致公務員停發工資，公共機構關門。

拉布沒完沒了、蔓延擴散，香港很可能重
演美國財政危機的一幕，市民受到的損失最
大。各界須高度重視拉布的危害性，主動發
聲，堅決抵制拉布，促使立法會各黨派以民
意為依歸，抵制沒完沒了的拉布，阻止拉布
議員繼續胡作非為，早日恢復立法會和政府
的正常運作。 （相關新聞刊A4版）

民意反對拉布 立會須重振綱紀
地政總署公布，大埔白石角和啟德的住宅地

招標結果，共為庫房帶來逾49億元進帳，當中
白石角地皮以逾24億元批予鷹君集團，明顯低
於市場預期。白石角地皮低價批出，反映政府
不希望再出現三月份同區的流標事件，避免增
加日後推地的難度。香港樓市總體供不應求，
合理調低地價，有利增加房屋供應，也有利調
整多年來的高地價政策，讓樓市軟陸，也讓
市民買得起樓，解決安居問題。

今年3月，大埔白石角住宅用地流標，七大
發展商的出價均未達政府底價，反映發展商對
後市未感樂觀而出價審慎。白石角地皮面積約
1.9萬方米，前臨吐露港，將來落成之單位可望
海景，地皮質素甚高，指定作私人住宅用途。
美聯、韋堅信和中原等3家測量師行此前分別
對該土地估值為39.37億、46.3億和50.1億元。
今次白石角地皮以逾24億元批予鷹君集團，遠
低於測量師行此前的估值。

事實上，在發展商投地態度變得保守後，過
去半年已先後有兩個項目流標，而港鐵天榮站
項目更是兩度流標。政府表示 10 年要供應 47
萬個住宅單位，若果賣不出地，又如何達至未
來供應目標，故地價必須作出合理調整。與此
同時，現時建築成本每呎達4,000多元，已比5

年前增加超過1倍，而建築工人薪金佔整體的
成本已上升至四至五成，但輸入外勞降低成本
受到的阻力很大，這些因素都促使地價調整。
地產「辣招」推出年多，市場已發生變化，樓
價面臨下調趨勢，建築費不斷上漲，若政府仍
堅持「辣招」前地價水平，是不切實際。

按照近幾年來政府賣出地皮的價格，加上發
展商建築成本，落成單位呎價往往達萬元，這
是一般市民無法承擔的。香港中產家庭供樓開
支佔月入的三至四成，年輕人更加是望樓興
嘆，加劇了社會矛盾和分化。合理調整地價，
有利紓緩由高樓價引發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

特首梁振英多番強調要增加新單位供應解決
市民需要，過去兩年除推出多幅住宅用地招標
外，個別地皮或補地價項目更以低於市場預期
批出，反映政府已開始「手鬆」。有發展商
指，「麵粉價」回落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早前以「博弈」來形容政
府與地產商的關係，指地產商希望有便宜的土
地，但政府目標是希望房地產可健康發展 ，為
了保障公眾利益，「絕不會輕易讓地產商執死
雞」。政府在合理調整地價的同時，也要避免
賤賣土地。

（相關新聞刊A1版）

合理調整地價 利增房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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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六成人反拉布 近半批做騷
中大調查揭反對派出師無名失民心浪費公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三丑」在立法會瘋狂拉
布，幸主席曾鈺成大剪一揮，漫長的點票程序終能展開。不過，
在昨日會議上，眾反對派議員竟公然「走堂」，在上午擺出了
「空櫈」陣，令會議不時出現人數不足的情況，需要響鐘要求議
員返回會議廳。有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一直縱容拉布，昨日更
不負責任地缺席會議，有可能導致流會，必須譴責。
為趕及於6月4日三讀有關落實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立

法會昨日開始一連三天繼續表決由「三丑」提出的上千條垃圾修
訂。不過，在昨晨會議上，聲稱不支持拉布的反對派議員幾乎全
體缺席會議，反而拉布議員仍然在場，可說是十分諷刺。

葛珮帆：雙重標準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在「面書」中就寫道：「『泛民』議員經常

說出席立法會會議及投票是議員職責，但現場所見，只有有份拉
布的幾位議員在座，其他所有『泛民』議員全部缺席不投票！若
他們認同這些投票無聊無意義就不應該縱容拉布！要求其他議員
盡責開會，現在投票就全部失蹤！雙重標準，離晒大譜！必須譴
責缺席的『泛民』議員！更加譴責拉布的議員！」

黃國健：不負責任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批評，反對派口中指不贊成拉布，但實際上

就處處維護拉布行為，包括拒絕通過有效的剪布安排，現在更缺
席會議、擺出「空櫈陣」，變相縱容激進反對派議員不休止拉
布，影響議會的正常運作，所為極不負責任。

林健鋒：損害民生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被問及有關問題時首先長嘆一聲：

「唉！」。他說，他不懂得以甚麼言辭去形容當前的景象。財政
預算案中，包括很多扶貧、民生項目的安排，市民大眾都很關注
立法會議員的審議進度，但反對派議員提出逾千項修刻，現在又
缺席投票，市民看在眼裡，大家都會心中有數。

陳健波：縱容拉布
保險界議員陳健波質疑，反對派議員經常批評功能界別議員
「這個那個」，但每次馬拉松式拉布，緊守崗位、犧牲重要的工
作留在議會內投票的，都是包括功能界別議員在內的建制派議
員。他批評反對派拒絕不肯修改議事規則，杜絕無謂的拉布行
為，在拉布時又「走咗去」，不肯面對拉布帶來的惡果，所為極
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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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昨日連續開會12小時，繼續表決
《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逾千項垃圾
修正案。除「拉布三丑」要求記名表
決逐項修訂以拖延時間外，其他反對
派議員更絕大部分時間缺席，企圖暗
助「三丑」製造流會。在建制派議員
留守下，至今已否決437項修訂。會議
今晨9時繼續。

乘機去「蛇王」空櫈一排排
立法會昨日上午11時復會，由第

113項開始，繼續表決主要由「三丑」
就《撥款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不過，一直聲稱不認同拉布的其他反
對派議員乘機「蛇王」，全日絕大部
分時間缺席投票，更曾試過除「三
丑」外，只有1名反對派議員在會議
廳，呈現一排排空櫈的景象。
反對派議員不僅缺席投票，有份提出

修訂的「新民主同盟」范國威、「獨立」
議員黃毓民，更在自己提出的修正案需
要表決時不在席，曾鈺成隨即跳至下一
修正案，以免浪費時間。

議會全日響鐘近20次

在反對派缺席會議的情況下，議會
全日響鐘近20次， 曾鈺成要求議員如
非急事切勿離開。
當表決到民主黨議員胡志偉提出的

修訂時，胡一時「忘記」要求記名表
決逐項修訂的拉布策略，曾鈺成即示
意議員舉手表決，惟其黨友單仲偕此
時才要求記名表決，浪費多超過1分
鐘。單其後向胡「手指指」，似是向
他「溫馨提示」。
由於有逾千條垃圾修訂，建制派議

員全日被「綁架」在立法會投票，新
民黨田北辰在表決鐘聲起期間，在會
議廳內接聽電話，被「三丑」之一的
「人民力量」陳偉業投訴「好滋
擾」。
曾鈺成笑言，如該電話並非「救

命」，則請對方在會議結束後、即晚
上11時後才來電。
會議至晚上11時暫停，已表決437

項垃圾修訂，今晨9時再續。曾鈺成早
前預計，可於明晚完成表決所有修正
案，並期望在下月4日的大會上，完成
三讀《撥款條例草案》，令立法會恢
復正常運作。

反對派「走堂」暗助「三丑」搞流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為政治

目的，肆意在立法會會議上拉布，影響公共財政和民生措施，

備受各界批評。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最新民調發現，

超過六成受訪市民不贊成議員聲稱為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全民

派1萬元，及阻止「一堆一爐」撥款通過而拉布，是贊成者的

兩倍至四倍，近五成指拉布只是政治表演，浪費公帑。調查反

映，拉布議員出師無名，不得人心。

垃圾修訂阻創科局 特首促停手

逾60%市民反對近日拉布議題
議 題 不贊成 一半半 贊成 不知道/很難說

為爭取全民退休保 63.7% 21.2% 13.5% 1.5%
障，在審議政府財
政預算案上「拉布」
為爭取全民派1萬 68.5% 20.5% 8.8% 2.3%
蚊，在審議政府財
政預算案上「拉布」
為阻止「一堆一爐」 61.9% 23.6% 11% 3.5%
通過撥款而「拉布」

近五成市民不滿拉布
看 法 不同意 一半半 同意 不知道/很難說

「拉布」浪費公帑，阻礙政府施政 21.5% 17.3% 59.4% 1.7%
「拉布」只是議員政治表演， 28% 22.6% 47.3% 2.1%
目的只為增加曝光機會
因為立法會現時不是全面普 39% 24.2% 31.5% 5.3%
選，所以議員「拉布」
「拉布」可令相關議題得到更多公 46.6% 24.3% 26.6% 2.5%
眾關注，迫使政府正視訴求

資料來源：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

■財爺出席立法會會議。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順
應民意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惟社民連主席「長
毛」梁國雄重施拉布故伎，在昨日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提出約70條「垃圾修訂」，令會議因
時間不足而要中止。特首梁振英昨日強調，議
員要履行職責向政府提問和質詢，但不應採取
拉布的方式，並呼籲議員立刻停止拉布，讓香
港重回正軌。
特區政府順應民意，倡議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惟激進議員再做「攔路虎」。立法會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討論政府建議
在新局下開設3個問責局員及4個公務員常額
職位。在會議開始時，「長毛」即動議「中止
待續」，勢阻新局成立。雖然最終在2票贊
成、11票反對、1票棄權，被大比數否決。

長毛「中止待續」遭否決 70議案礙開會

不過，「長毛」會前已提出了60項「垃圾修
訂」拉布，被小組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刪除重
複議案後，剩餘58條，但「長毛」在昨日會議
期間突然再多提12條，令議案急升至70條。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指出，社會對開局態
度正面積極，為此，民建聯表示支持，但擔心議
員拉布，或無法趕及於今個會期獲大會二讀通過，
「現時先作人事編制申請會否『未打鐘先入飯
堂』？」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強調，香港創新科技

水平已落後周邊地區，要求盡快表決議案，
「議員不應在細節上無限擴大及拖延，造成變
相拉布，再拖拉肯定追不上發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在會上強調，
政府依足規程開設創科局，盼獲議員支持。目
前，政府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財委會、大
會同時進行，若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順利通

過，政府打算下月13日於財會進行討論，並於
下月18日於大會動議決議案，讓法定權力轉
移，務求盡快設立創新及科技局。
不過，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考慮到議案眾

多，在與法律顧問商議後，最後決定休會，留
待下次會議再討論。

CY籲還年輕人發展事業機會
梁振英昨日在一個學生交流活動時，被

問到創科局的成立因拉布受阻時表示，
「除財政預算案外，拉布已蔓延至各委員
會，立法會議員履行職責向政府提問和質
詢，但不應是拉布方式！」
他承認「政府原本希望暑假前完成設立創科
局的各項程序，但看來已沒可能」，並呼籲議
員立刻停止拉布，還年輕人發展創新科技事業
的機會。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於本月20日
至22日晚就拉布進行一項電話

民意調查，共成功訪問753名18歲或
以上香港市民，成功回應率為
45.4%。調查發現，63.7%受訪者表
示，不贊成立法會議員為爭取全民退
休保障，在審議政府財政預算時拉
布，贊成的只有13.5%，另有21.2%
則表示「一半半」。

不足9%市民支持拉布
就有議員為爭取全民派1萬元，同
樣在審議政府預算案時拉布，調查指
出，有68.5%受訪者對此表示不贊
成，贊成的僅有8.8%，20.5%表示
「一半半」。在「一堆一爐」撥款問
題上，不贊成議員因此而拉布的受訪
者也有61.9%，贊成的只有11%，表
示「一半半」的有23.6%。
同時，普遍受訪者較不同意支持拉
布的理由。例如「因為現時立法會不
是全面普選，所以才會有議員拉布」
這個說法，同意的受訪者佔31.5%，
不同意的有39%，表示「一半半」的
則有24.2%。「拉布可以令相關議題
得到更多公眾關注，迫使政府正視有
關訴求」這種說法，不同意的受訪者
佔46.6%，同意的只有26.6%，24.3%

則表示「一半半」，反映拉布的理由
不能得到大部分被訪市民認同。

近五成挺收緊議事規則
調查又發現，51.3%受訪者估計，

未來1年立法會拉布情況越來越多，
估計越來越少的僅有 4.9%，另有
34.4%認為和現時差不多。被訪市民
普遍估計拉布次數越趨頻繁，46.4%
被訪者便表示應修改議事規則防止拉
布，多於不贊成的佔27.4%，表示
「一半半」的則有23.5%。
被問及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防止拉

布，有40.1%受訪者擔心議員在議會
內的發言權被削弱，但不擔心的也有
39.4%，百分比相若，回答「一半
半」有17.9%，反映被訪市民並非普
遍認為議員發言權利沒有限制。

浪費公帑阻施政博上鏡
社會一些反對拉布的意見，亦多

獲受訪者認同。調查顯示，59.4%受
訪者同意「拉布浪費公帑，阻礙政
府施政」，不同意的有21.5%。「拉
布只是議員的政治表演，目的只是
為了增加曝光機會」，同意的受訪
者也相對較多，佔47.3%，不同意的
有28%。

■反對派玩拉布，張華峰、發叔、林健鋒
及葛珮帆(右圖)等無奈奉陪。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