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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籲拉布議員大局為重
財委積壓76項撥款 瑪麗重建延誤費用升

各
黨
斥
反
對
派﹁盲
拉﹂
向
市
民﹁宣
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署理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呼籲，立法會議員應為
大局着想，停止在財委會拉布，以免拖延
70多項影響民生的撥款申請。立法會各黨
派議員批評，反對派只顧一己私利，盲目
拉布，罔顧市民的福祉，是向廣大市民
「宣戰」。

陳鑑林：完全罔顧市民福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昨日指出，反對

派向特區政府「下戰書」，將拉布戰場擴展
到各議會，完全罔顧市民的福祉，令人擔
心。他批評，反對派議員並無履行監察政府
的職責，每日只懂不斷破壞社會及議員規
則，影響社會、民生發展，「這就是民主的
代價？」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說，正在「塞

車」的撥款項目，大部分都直接影響民生，
尤其是基層市民的福祉。有關撥款一旦被拖
垮，相關的民生工程將受嚴重的延誤。他批
評反對派並沒有將市民的福祉放在優先位
置，而是向廣大市民「宣戰」，令他們的生
活質素下跌，反對派必須向市民作出一個清
晰的交代。

梁君彥：基層直接受害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表示，財委會很多涉及

民生的撥款申請未能處理，很多基層市民將
直接受害，依賴生活津貼的基層市民也會延
遲得到「雙糧」，根據公務員薪酬調整的資
助機構的基層員工未能享受薪酬調整。
他批評，是次新界東北發展的撥款申請其

實只是前期工程，很多賠償、搬遷等工作還
未開始，大有商討空間，反對派卻將之誇大
及醜化，加以阻撓，「發展一定有人會受到
影響，倘因此而甚麼都不能發展，香港會變
成怎樣？」

姚思榮：不折不扣「損人利己」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批評，是次新界
東北撥款申請，只是前期研究工程，並不涉
及任何實質工程，但反對派就刻意轉移視
線，打出「迫遷、壓迫」等口號，只是利用
財委會這個平台，阻撓特區政府推行各種政
策。反對派懶理會香港市民的福祉，只為個
人私利而嘩眾取寵，是不折不扣的「損人利
己」。

立法會財委會將於明日再審議新界
東北前期撥款申請。林鄭月娥昨

日出席立法會會議時主動會見傳媒。她
表示，政府已積壓了70多個撥款項目，
等待財委會通過撥款，涉及中長期房屋
用地、環保設施、醫院、老人院、教育
設施及文化體育設施等。

西九博物館M+延誤6月
她舉西九文化區的綜合地庫前期工程
為例，指撥款一旦受阻，將令西九文化
區的博物館M+出現延誤。倘在暑假休
會前，撥款申請不獲得批准，即使立法
會願意在暑假後盡快舉行財務委員會及
盡快通過有關申請，也會造成最少6個
月的延誤。
林鄭月娥續說，在30多個被積壓的工

程項目中，有8個已完成招標工作，而
招標書設立有效期將於7月便會屆滿，
公眾都很關心的瑪麗醫院重建的第一期
籌備工作，標書有效期為7月28日；有
機資源回收中心的第一期的標書有效期
更會於7月初屆滿。
她指出，在目前工程開支和工程成本

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倘立法會財委會在
標書有效期結束前仍未撥款，一般而
言，承建商未必樂意延長招標的有效
期。倘重新開展招標程序，重建時間估
計最少要延長一至兩年，這將對整體社
會造成很大損害。

影響110萬各式社會保障金者
林鄭月娥又透露，在財委會積壓的41
個非工程項目中，包括惠及超過76萬房
委會和房協租戶的代繳1個月租金措
施，110萬正獲取各式各樣社會保障金

者，如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
貼「出雙糧」也會受到影響。
她續說，由於拉布關係，低收入工作

家庭津貼也可能要延遲，由2015年第一
季推遲到2016年，才能夠發放給這20
萬的低收入家庭，這對扶貧工作將會受
到很大的影響。
另一項受影響群組，是公務員的薪酬

調整工作。除了16萬公務員外，也影響
到10多萬的資助機構的員工，將令不少
基層員工苦於籌措子女的開學津貼。

尚餘3次會議 難完成所有審批
林鄭月娥說，她非常擔心今屆會期餘

下的3次財委會會議，將無法完成所有
相關撥款的審批，故呼籲尤其是反對派
議員應以大局為重，以市民福祉為依
歸，盡快通過撥款。
被問及特區會否率先將爭議較少、共

識較大的項目進行表決，她坦言，倘貿
然押後一小撮人反對的項目，將會對社
會帶來非常不好的訊息，更會對立法會
議事規章帶來很大的損害，故當局不會
押後或者撤回任何項目，否則會對建制
派及支持有關項目的市民不公道。

政府不放棄新東北項目
林鄭月娥並強調，特區政府不會放棄

新界東北發展項目，因為有關計劃有迫
切性，而社會已經討論了一段很長時
間，對香港中、長期房屋供應非常重
要，若前期撥款早日通過，就能早日開
展研究，早日提供房屋用地，興建公屋
等滿足輪候冊上的家庭的需要，而先通
過前期撥款，往後仍有很多空間處理復
耕、長者遷徙及原區安置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就新界東北發

展計劃前期撥款申請瘋狂拉布，導致政府積壓了數十項撥款申

請。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財委會目前積壓了35個工

程項目，41個非工程項目撥款正等候審批，包括生果金、長者生

活津貼、傷殘津貼「出雙糧」，低收入家庭工作津貼都可能要延

遲，基層市民將受到嚴重影響。有8個工程項目，包括瑪麗醫院

重建等已完成招標程序，倘未獲如期撥款將出現一兩年的延誤，

費用亦會大幅上升。她懇請立法會以大局為重，盡快通過撥款。

陳茂波赴新東北解話遷拆

提「不信任」變相拖延 工黨「旁門左道」挨批

涉網上教炸立會
14歲少年落網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文森）發展
局局長陳茂波昨晚
在粉嶺一間社區會
堂與受影響居民及
團體會面。由於警
方在會堂出口架起
鐵馬，大會亦規定
獲邀出席團體人士
只 有 約 200 個 名
額，場外大批聲稱
獲邀人士要求進入
會場不果一度叫
囂。約有30名至40
名警員在場戒備，
表現相當克制，雙
方沒有發生任何衝
突及肢體碰撞，秩
序大致良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網
上近日流傳有關衝擊立法會的指南，
警方經調查後，昨日（25日）下午在
鰂魚涌區拘捕一名14歲姓程少年，涉
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
腦」。警方發現該名被捕少年涉嫌在
網上討論區，就衝擊立法會提供製造
爆炸品的資訊。他已獲准保釋候查，
須於7月下旬向警方報到。

討論區載「衝擊立會攻略」
事緣本月13日激進反對派暴力衝擊

立法會大樓後，立法會財委會本月20
日（周五）繼續審議新界東北前期撥
款申請。其間有自稱13日當晚在立法
會外以雨傘遮擋胡椒噴霧者的網民，
在討論區製作「衝擊立法會攻略」、
「抗爭指南」，鉅細無遺教授衝擊者
應攜裝備、如何以爆玻璃等手法攻佔
立會、如何抵擋警方防守等。
警方展開調查後，已於本月18日以

涉嫌「煽惑襲警」、「煽惑刑事毀

壞」及「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
電腦」等罪名，拘捕一名15 歲姓黃
少年。警方發現黃還涉嫌於本月13日
立法會示威活動中，干犯「非法集
會」及「刑事毀壞」。他已獲准保釋
候查，須於7 月中旬向警方報到。警
方其後進一步調查，至昨日再拘捕該
名姓程少年。
警方提醒市民，互聯網的世界不是

一個無法可依的虛擬世界。根據香港
現行的法例，大部分針對現實世界用
來防止罪行的法例，均適用於互聯網
世界。警方提醒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警方重申尊重市民表達意見、言論及
集會的自由。警方一貫以來的政策是
全力協助市民進行和平理性的公眾活
動，同時亦有責任確保公共安全及公
共秩序。公眾人士表達訴求時，亦必
須遵守香港法律和社會秩序。而警方
絕不容忍任何暴力事件；任何人如有
違法行為，警方一定會採取果斷行動
及其他有效的措施以恢復社會秩序。

涉非法集會 社民連嚴敏華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

民連成員嚴敏華因涉嫌本月13日在立
法會外，參與反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
程撥款申請的「非法集會」，昨晨在
馬鞍山住所被警方上門拘捕，帶署調
查後已獲准以500元保釋，本月30日
再到中區警署報到。
22歲的嚴敏華於昨晨8時許在face-

book留言稱，警方早上到她馬鞍山住
所拘捕她，指她涉嫌在本月13日在立
法會大門外干犯「非法集會」。
6月13日晚，由於在立法會外反對
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申請的示
威者至翌日凌晨仍拒絕離開，警方應
立法會的要求決定採取行動，移走示
威者。繼事前拘捕兩名藏有攻擊性武
器、分別13歲和14歲男童後，在清
場前拘捕了8名男子，另在清場期間
拘捕12男1女。

獲准以500元保釋候查
其後，警方再根據調查採取拘捕行

動，連同昨日被捕的嚴敏華，共有29
人被捕，分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
器」、「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
人員」、「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
務」、「襲警」及「非法集會」，全
部人均獲准保釋候查。
警方昨日重申，尊重市民表達意

見、言論及集會的自由。警方一直
根據香港法律，以公平、公正和不
偏不倚的態度處理所有公眾集會、
遊行及示威活動。警方一貫以來的
政策是全力協助市民進行和平理性
的公眾活動，同時亦有責任確保公
共安全及公共秩序。公眾人士表達
訴求時，亦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和社
會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
晚到粉嶺一間社區會堂，與多個受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影響的居民及壓力團體會面。陳茂波在開場發言時表
示，新發展區將提供六萬個住宅單位，是中長期房屋
土地的重要來源，所以推展新發展區的工作絕不能放
慢。他重申，局方已盡量減低對現有居民、農戶及商
戶的影響，但強調「不遷不拆」並不可行。有激進團
體在會議開始前「做騷」搞事，會議在一輪擾攘下才
正式開始。
陳茂波表示，私樓的樓價及租金高企，不少家庭居住
於環境惡劣的劏房，當局必須面對事實，盡快增加房屋
供應。他說，新發展區將提供六萬個住宅單位，是中長
期房屋土地的重要來源，因此推展新發展區的工作絕不
能放慢。

盡量減對居民農戶商戶影響
陳茂波重申，局方已盡量減低對現有居民、農戶及商
戶的影響，但強調要做到「不遷不拆」實在不可行。他
以古洞北為例，指落馬洲鐵路支線已經預留了古洞站，
八成居民會住在地鐵站500米內的範圍。因此，必須拆
遷這個範圍的建築物，騰出空間。
他又說，受新發展區影響約1,000戶居民當中，不少是

住在未得許可而搭建在政府土地或私人農地上的寮屋或牌
照屋，這些屋並沒有業權、也不可轉讓。政府一貫政策是
暫時容許它們存在，但到有關土地需要發展時便要清拆。
他續說，當局理解村民對拆遷的憂慮，因此已在古洞北及
粉嶺北預留土地給合資格的居民原區公屋安置，亦會提供
特設特惠補償，協助他們搬遷。

前期申撥通過 不會提前遷拆
陳茂波續稱，計劃的主體工程2018年才開始，即使通過

前期撥款申請，也不會令村民單位提前被遷拆。他以石仔
嶺花園為例，指當局已在附近覓地興建大樓，提供1,100個

安老宿位的特建合約安老院舍，強調計劃是以人為本。他
又補充，發展局已和食衛局研究如何協助受影響的農戶復
耕。
多個激進團體包括「古洞北發展關注組」明顯早有

準備，在會議開始前馬上「做騷」搞事，他們先向陳
茂波送上一張寫有1,200多萬元的大型道具支票，諷刺
陳茂波早前在區內擁有一幅地皮；又向他送上大型邀
請信及居民種植的蔬菜，指計劃影響全港僅餘的農業
界，要求他明天在立法會門外與「全港市民」公開辯
論。
陳茂波回應表示，他與家人自從2012年10月已和有

關土地無關，呼籲市民不要糾纏在沒完沒了的抹黑上。
他又說，新發展區在2008年開始規劃，其間已聽取了多
方面的意見，如舉辦了3場公眾諮詢等。他強調，計劃
不可能討好所有人，當局唯一能做的是盡量平衡各方面
的訴求。
激進團體在陳茂波回應時不斷喝倒彩，完全沒有聆聽回

應，之後卻表示不滿陳茂波的答覆而離場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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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
財委會明日將續審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
期工程撥款，有反對派議員計劃向主席
吳亮星提出不信任動議。建制派議員批
評此舉等同變相拉布，認為議員濫用議
會常規是以「旁門左道」阻止會議進
行。吳亮星則表示，包括對他不信任動
議在內的議案，均會按議事規則處理，
但會否加開會議，要視乎有沒有過半數
委員能出席。
立法會財委會將於明日續審新界東北

發展計劃前期工程撥款。工黨質疑財委
會主席吳亮星處理表決偏私，昨日宣稱
計劃在明日會議上向吳亮星提出不信任
動議。工黨主席李卓人質疑，吳亮星於
上次會議中，表決是否將議員辯論時間
縮減至1分鐘時，將表決時間延長近1
分鐘，是為了等夠建制派議員投票，處
事不公。
立法會秘書處已去信議員，計劃就不

信任動議在早上加開特別會議，諮詢議
員意見。

葉國謙：反對派濫用程序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指

出，他不認為吳亮星有偏私，當時會議

情況相當混亂，相信吳亮星要求議員返
回座位再點票並非拖延。他批評提出不
信任動議的反對派是在濫用程序，即使
吳亮星主持財委會會議有改進的地方，
民建聯仍會支持吳亮星。
他批評部分議員在財委會拉布是用

「旁門左道」，濫用議會常規阻止會議
進行，「行為非常惡劣」。對署理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提議加開會議，葉國謙認
為加開並無意思，反對派仍會繼續拖拉
下去。

王國興盼吳亮星當機立斷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也批評，工黨提

出不信任動議是不必要的，認為此舉
等同變相拉布。他說，財委會會議被
拖延，不同議員先後提出休會、中止
待續及不信任動議，希望吳亮星能當
機立斷，不要再接受相同意義及內容
的動議。
吳亮星則表示，秘書處正處理議員提

出的逾3,000項動議，因應新界東北發
展前期工程撥款已討論多時，包括對他
不信任動議在內的議案，均會按議事規
則處理；但會議能否加開，要視乎有沒
有過半數委員能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會議上，多個團
體和居民都就各自關注的議題表示意見，包括
提高遷拆賠償、取消入住公屋的入息審查等。
上水鄉委會主席侯志強表示，10多年前已經知
道古洞要發展，認為今日很多反對計劃的人
士，都不是原居民，又說新界人有「犧牲小
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他希望政府提高安置
賠償額至200萬元。陳茂波則在會後表示，除了

「不遷不拆」的要求外，其他方面仍有空間可
以商量。
候志強表示，政府應該考慮為居民找地重建

家園，提高賠償金額由60萬至200萬。他說，
相信政府若提高賠償，古洞北及粉嶺北居民會
樂意接受。
他又希望當局盡快安置受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影響的安老院舍。

陳茂波：仍有空間可商量
陳茂波在會後表示，除了「不遷不拆」的要求

外，其他方面仍有空間可以商量。他說，政府希
望可以在合情合理、切實可行及公帑運用得宜的
情況下，照顧受影響居民。對於有村民希望原區
重置村落，或上樓不設資產審查，他表示會與相
關政策局商討。他又說，政府上一次發展新市鎮
已是20年前的東涌，如果不急起直追難以解決未
來的住屋需要，因此凍結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
撥款申請，不符合香港整體利益。

侯志強盼安置賠200萬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小圖小圖))表示表示，，不會押後及撤回不會押後及撤回
東北發展撥款申請東北發展撥款申請，，籲立會盡快通過工程籲立會盡快通過工程
及財務撥款及財務撥款。。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陳茂波等官員昨晚在粉嶺一間社區會堂，與受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影響的居民及團體會
面。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