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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擬周六「加班」審議申撥
政府無意調動議程 吳亮星促反對派勿再拉布損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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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委會在今

屆會期尚餘本周五（11日）最後一次會議，但目前

仍有44項撥款申請未審議。主席吳亮星昨日去信財

委會及政府，計劃本周六（12日）加開4節合共8

小時的會議。吳亮星指，連同周五的6小時會議，

相信可解決議案淤塞情況，並促請反對派勿再拉

布，否則會對民生不利。他並建議政府優先處理爭

議較少的議案，但據了解政府無意調動議程，以免

開壞先例。立法會各大黨派均同意加會，但前提是

反對派不再拉布，否則只是浪費時間。

44項未審議 「三堆一爐」壓軸
經歷反對派肆意拉布、連續七星期審議新界東北發展
區前期撥款後，財委會上周恢復審議其他民生議案，惟
在反對派不斷搗亂和拉布下，5小時會議只通過兩項撥
款申請。財委會目前仍有44項撥款申請未審議，包括
排第十六位的公屋免租及綜緩「出雙糧」、排第二十六
的瑪麗醫院重建，之後便是排第二十八的「三堆一
爐」，「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及公務員加薪分別排在
三十五及三十七位，排最後的是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吳亮星昨日表示，已去信財委會委員及政府，建議
本周六上下午分別加開兩節、共8小時財委會會議，
以審議積壓的撥款申請，並指大部分黨派均同意加開
會議，相信有助完成審議較多項目，解決議案淤塞的

情況。
他表示，已經向政府建議調動議程，將爭議性較低的

項目排先，以盡快處理民生項目撥款，包括兩間醫院的
重建、老人院、津貼項目等撥款，但政府一向有財務安
排的原則，需尊重政府排序的項目。
被問到開會時間是否足夠，吳亮星指，要視乎個別議

員會否拉布，會盡量嘗試打動他們，希望減少議員在開
會時虛耗時間，「這樣對大家都好些」。他呼籲議員不
要拉布，因為會控制不了時間，「對社會民生不利，委
員應該自行考慮」。
據了解，政府無意調動議程，擔心會開壞先例，又認

為「三堆一爐」無論如何都要做，今次移後的話，以後
議員亦必然要求再移後，加上有關撥款已排在議程較後
位置，故毋須更改。

譚耀宗：倘續拉布加會無意思
建制派議員歡迎加開會議，但促請反對派勿再拉布，

否則只會浪費議會時間。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建制
派同意加開會議的建議，期望議員不要再拉布，「如果
繼續拉布，加會都無意思，解決唔到問題」。譚耀宗
說，現時財委會雖然積壓大量議案，但爭議性高的不
多，認為倘議員認真討論，仍有足夠時間處理大部分議
案，又批評拉布不止癱瘓政府，亦影響市民福祉。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說，會配合加開會議的建議，
大前提是屆時不要再有議員拉布，否則只會浪費時間。
她認為，除非議員在商議具爭議性的議案時，可提出更
多意見，否則應實事求是，不要為拖延時間提出大量程
序問題和修正案。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會盡量配合財委會加開會議，
希望其他議員亦一同配合，盡快處理社會期待會通過的
議案。她又期望政府將重建瑪麗醫院等爭議性較低的議
案，優先交予財委會審議，同時將「三堆一爐」等較具
爭議的議案延後處理。

陳偉業恐嚇隨時繼續拉布
不過，「拉布三丑」之一的「人民力量」陳偉業聲

言，倘政府不修改排序，便有機會令「三堆一爐」、設
立創新及科技局等具爭議性撥款通過，故不排除會隨時
以提出中止待續的手法，繼續拉布。
另外，財委會副主席劉慧卿將主持明早的財委會特別

會議，處理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向吳亮星提出的不信任動
議，吳屆時將會避席。

房委會儲備「插水」
2017/18年財政緊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立法會房

屋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房委會今年九月加租
一成，並通過無約束力動議，要求房委會在
加租時，寬免租金一個月，並盡快檢討公屋
租金調整機制。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指，根據現時本港的經濟環境，「一刀切」
寬免公屋租金並不恰當。房委會財務小組委
員會主席蘇偉文則在電台節目上重申，加租
並非為改善房委會財政，但承認若房委會收
入無大改變，財政儲備將直線下降，2017/
18年度面臨財政緊張。
工聯會麥美娟表示，公屋租金調整機制沒

有考慮通脹因素，脫離社會實況。她又說，
今年財政預算案，由代繳公屋兩個月租金減
至一個月，今次加租又不提供租金寬免無疑
是雪上加霜，要求當局寬免租金一個月。她
和多名議員均要求重新檢討條例，並引入通
脹因素，以調低租金升幅。
張炳良回應表示，今次加幅已按法例的

10%封頂，並無依照數據加租超過19%，而
且加租後的租金只佔租戶家庭收入的
9.18%，相信不會對租戶的生活造成很大影
響。他強調，機制經過多年的討論，才決定
以公屋租戶家庭人數，減去富戶及綜援等人
士計算，認為機制有理性基礎。他續說，即
使機制考慮通脹及工資指數，亦未必反映公
屋住戶收入變化。

張炳良：「一刀切」免租不恰當
對於房委會決定不再一次過寬免公屋租

金，張炳良認為，以現時本港的經濟環境，
加上房委會的財政狀況，「一刀切」免租不
恰當，房署會將研究改善現有的租金援助計
劃，集中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公屋住戶，包括
加強宣傳及申請門檻能否降低等。委員會最
終通過麥美娟的無約束力動議，要求房委會
寬免租金1個月，及早日全面檢討租金機
制。
另外，蘇偉文則連續第二日為公屋加租

「解畫」。他在電台節目上表示，明白加租
決定不受租戶歡迎，但因為受房屋條例所
限，需要遵從法例行事，至於租金寬免則關
乎經濟狀況，認為現時經濟較暢旺，不應提
供寬免。他強調，加租並非要幫補房委會的
財政，兩者不應劃上等號。但假如房委會租
務沒有大改變，財政儲備將會直線下降，到
2017至18年的財政狀況會變得緊張，因此房
委會將積極尋求外部資源，包括政府注資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
會監察西九文化區小組委員會昨日開
會，討論西九文化區與周邊地方的連
接，以及如何解決西九文化區落成後
的交通接駁安排。議員擔心中九龍幹
線到2020年才落成，未能配合文化區
啟用，會令附近一帶交通擠塞，及旅
遊巴車位不足；管理局回應指，正在
尖沙咀及佐敦一帶，進行路口拓寬工
程，並興建天橋及隧道，以應付車流
量較大的情況。
有議員擔心西九文化區項目與附近

的道路工程，包括中九龍幹線到2020
年才落成，未能配合西九文化區設施
啟用，會令西九文化區一帶的交通擠
塞。亦有議員認為，西九文化區規劃
的旅遊巴泊位不足，會令旅遊巴阻塞
道路，從而加重鄰近交通負荷。

料工程同步落成免擠塞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向城規會申請將

發展密度增加一成半，有待審批。管
理局經評估後認為，對文化區附近一
帶交通無太大影響。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表示，運輸署正在尖沙咀及佐敦一

帶，進行路口拓寬工程，並興建天橋
及隧道，應付車流量較大的情況，相
信到2020年，西九文化區三分一設施
落成時，路口改善工程亦同步完成，
不會造成擠塞。
管理局又指，同時會在文化區設置

2,000多個車位及40多個旅遊巴上落
客車位，相信足以應付。但承認，目
前當區行人連接系統不理想，現有的
天橋亦較迂迴，之後會再興建行人天
橋改善，稍後落成的高鐵亦會有大型
平台接連圓方及藝術廣場。

運作後再評估增旅巴位
管理局高級交通及運輸工程師林順

杭表示，文化區預留的旅遊巴泊位已
經比山頂廣場和金紫荊廣場的泊位
多，將來會視乎文化區部分設施運作
後的旅遊巴流量，再評估是否需要增
加旅遊巴泊位。
運輸署總工程師梁達輝則說，正
向立法會工務小組申請撥款，為西
九文化區附近一帶道路進行擴闊路
面工程，相信有助分擔增加的車流
量。

尖沙咀拓寬路口
迎西九文化區車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發
展事務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討論發展前
南丫石礦場土地。政府建議，前南丫石礦
場土地以旅遊及房屋為主題，興建1,200
個私人住宅單位，及700個居屋單位，容
納約5,000人。區內會提供康樂用地、酒
店，日後亦會興建碼頭，有渡輪來往中
環，而區內會以步行和單車作為主要的交
通模式。有議員不滿發展局為覓地建屋，
忽略土地的最適合用途，亦有議員批評發
展計劃有太多觀念投入，顯得不倫不類。

鄰近建屋逾2,000伙 南丫人口倍增
鄰近索罟灣的南丫島石礦場九十年代
停用後，34公頃用地一直空置。當局建
議，將該區發展成為住宅及旅遊中心。
除了有新的渡輪碼頭，穿過休憩廣場，
兩旁有店舖外，發展區亦包括一個人工
湖，可以做水上活動中心，湖畔會興建

兩間低密度度假酒店，提供250個房間。
當局又建議，在該區的另一邊興建2,000
個至2,800個私人及居屋單位，住宅最快
2021 年入伙，規劃人口是 5,000 人至
7,000人，把南丫島人口增加一倍。
不過有議員不滿發展局只為覓地建

屋，忽略土地的最適合用途，形容做法
是「亂點鴛鴦譜」；工聯會陳婉嫻亦認
為當局要考慮如何將發展區運用得有價
值。而民建聯梁志祥則質疑，南丫島發
展計劃有太多觀念投入，如房屋及康樂
等，批評計劃不倫不類。
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回應指，香港的

房屋土地需求很大，石礦場有必要建
屋。規劃署助理署長謝建菁則稱，發展
計劃中有伊甸園特色，如設人工湖、有
機耕種等可持續發展配套。她說，第一
階段社區參與收集的意見，反映市民希
望土地發展能得到平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實習
記者 趙虹）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
日討論政府研究租務管制的文件。多
名立法會議員認為，現時租客除面對
租金高企外，亦面對搬遷通知期太
短，認為政府應考慮恢復租管。他們
又要求政府交出研究時間表。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在會上重申，對重
設租管有顧慮，擔心一旦實施，會產
生預期外的負面效果，又指當局將於
年底的長策會報告一併回應。委員會
最終通過無約束力動議，促請政府就
重推租金管制諮詢公眾。
運輸及房屋局向立法會提交租管的
研究報告，並在會上指出，根據外國
經驗，實行租管可能鼓勵業主一開始
便嘗試加租，或加收管理費及水電費
等，以彌補日後的損失；業主出租單
位的誘因減低，可能令租盤供應減
少；業主由於在租務管制下無法從維
修樓宇的投資上獲得額外收入，會任
由其樓宇失修。因此，當局對重推租
管態度審慎。

郭偉強：租客欠議價能力
不過，多名立法會議員都質疑政府

只提出租管的負面影響，又批評租管
取消10年以來租金持續上升，但租客
沒有議價能力，處境水深火熱。工聯
會郭偉強表示，現時私樓業主可以隨
時大幅度加租，業主不續約時又只會
給予租客一個月的搬遷通知期，租客
完全缺乏議價能力，認為政府應考慮
恢復租管。他說，租管以往在香港實

行多年，證明制度並非一無是處。另
外，亦有議員建議當局應同時推行租
管和徵收樓宇空置稅，增加私樓業主
出租單位意慾，避免租盤減少。他們
又要求政府交出研究時間表。
張炳良回應表示，對重設租金管制有

顧慮，擔心一旦實施，會產生預期外的
負面影響，「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的
後果。他認為，目前應該正視單位供應
不足的問題，又指當局將於年底的長策
會報告一併回應。委員會最終通過無
約束力動議，要求政府盡快就租務管制
諮詢公眾，並制訂檢討時間表。
另外，10多名「關注基層住屋聯

席」、「全港劏房居民大聯盟」及
「葵涌劏房住客聯盟」成員昨日趁議
會討論租務管制，到立法會外請願，
要求政府恢復租管，批評當局10年前
撤銷租管曾承諾每3年檢討一次，但一
直未有任何檢討，令租戶失去議價能
力，工資亦無法追上租金上升幅度，
10年來都要「捱貴租」。

租金5年升近倍 婆婆憂無處容身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成員謝子英

表示，曾有住於港島西區的劏房客因
租金驟升一倍，而被迫搬走。依靠生
果金過日的68歲林婆婆亦表示，租住
近5年的單位，租金由原來的2,300元
上升至現時的3,500元，上升近一倍，
令她難以承擔，「他（業主）想加多
少就多少，付不起，就叫你搬。」她
擔憂，若情況持續下去，租金依然沒
有管制，最終會令她失卻容身之所。

張炳良憂重設租管效果負面

■前南丫石礦場地。 網上圖片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通過麥美娟(後排右
二)的無約束力動議，要求房委會寬免租金一
個月，以及早日全面檢討租金機制。

曾慶威 攝

■十多名團體成
員及居民要求政
府就租管進行公
眾諮詢，及落實
檢討時間表。

曾慶威攝

■郭偉強表示，現時租客完全
缺乏議價能力，因此政府應考
慮恢復租管。 曾慶威攝

■張炳良重申，對重設租管有顧慮，擔心一旦實施，會產
生預期外的負面效果，包括令私樓出租單位供應減少，租
金變相調高等。 曾慶威攝

■葉劉淑儀。 資料圖片■吳亮星。 資料圖片 ■譚耀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