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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長曾俊華昨日在網誌表示，對香港社
會目前走向極端、難有共識的局面感到憂心。
事實上，近日財委會在審議大批經濟民生撥款
時，極少數激進反對派議員拉布阻撓，正正是
社會走向極端的一個縮影。激進反對派人士往
往將所有問題都政治化，非黑即白，綁架整個
反對派，令到社會更趨對立，最終受害的是廣
大市民。

議會的存在，本來就是讓不同聲音不同訴
求，在公開公平理性的情況下進行辯論，從而
尋求共識。然而，近來本港立法會發生的種種
情況卻令人憂慮理性辯論之風已經一去不返。
立法會早前討論新界東北前期撥款工程，各方
意見已經在議會上得到充分反映，最後應通過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訴諸表決。然而，一些反
對派人士卻以暴力衝擊立會來威脅議員不能表
決，並以拉布不斷拖延會議。及後，激進反對
派議員為了「報復」撥款通過，更宣布在立法
會全面拉布發動不合作行動，意圖癱瘓議會和
政府施政。

在議會極端化之下，市民生計成為了犧牲
品。由於前一段的拉布阻撓，財委會仍然有17
項撥款申請未處理，包括可惠及20萬家庭71萬

人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公務員加薪等，都
要留待暑假後立會新會期開始後才能處理。然
而，激進反對派議員亦已揚言會繼續拉布，令
有關撥款繼續拖延。面對激進反對派議員變本
加厲的行徑，市民須主動發聲作出譴責。立法
會也須有應對措施，可修改現時財委會的會議
程序，阻止議員臨時提出大量修訂來拖延會
議，以免因為幾名議員就令議會運作癱瘓，令
各項惠民措施未能落實。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不同人士對政策議題
有不同意見是十分正常，關鍵是如何求取共
識，令社會能夠前進。現時香港最大的問題
是，一些激進人士動輒將問題政治化，非黑即
白，絕無迴旋餘地。就如因拉布未能表決的
「三堆一爐」及「廚餘處理中心」等環保撥
款，固然這些帶有厭惡性質的設施不會受到當
區居民支持，但垃圾問題關係全港利益，如果
繼續不依不饒，香港隨時面臨「垃圾圍城」的
危機。其實，要減輕設施對周邊居民的影響，
有不少措施可以考慮，絕非只有否決這個選
項。各走極端只會陷入兩敗俱傷的處境，對香
港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相關新聞刊A3版）

極端化損害香港
日本首相安倍推翻和平憲法的根基、宣

佈解禁集體自衛權之後，即去太平洋戰爭
的激戰地巴布亞新幾內亞，為珍珠港戰役
日方主謀山本五十六及其他日本戰亡者石
碑獻花。這是日本在任首相首次為巴布亞
新幾內亞日本戰亡者石碑獻花。安倍為山
本五十六石碑獻花，不僅是對太平洋戰爭
勝利成果的公然挑釁，也是對二戰後國際
秩序的公然挑戰。安倍為山本招魂，是對
同盟國軍隊陣亡英靈的褻瀆，美國、澳大
利亞等同盟國軍隊在太平洋戰爭傷亡巨
大，決不能忘記歷史教訓，縱容安倍走軍
國主義道路。

山本五十六是太平洋戰爭的重要策劃者和
組織者之一，他竭力主張在日美開戰之初，
美國海軍力量沒有動員起來之前，首先擊敗
美國太平洋艦隊，以保證日本南進戰略的實
施。在山本五十六主謀下，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上的海軍基地珍珠港，
太平洋戰爭爆發。戰爭初期，日軍佔領了太
平洋約四分之一強的地域。在太平洋戰爭
中，同盟國69.88萬人陣亡，其中美軍陣亡
12萬人、傷43萬人，有1.7萬名澳大利亞士

兵在對日作戰中陣亡。在中國人民的長期抗
戰下，美國最後投擲了兩顆原子彈於廣島和
長崎，同時蘇聯宣佈對日宣戰，日本宣佈無
條件投降，太平洋戰爭才結束。

安倍為山本五十六石碑獻花，為太平洋戰
爭的重要策劃者和組織者山本五十六的招
魂，是公然蓄意挑釁太平洋戰爭勝利成果，
是對包括美國、澳大利亞等同盟國軍隊陣亡
英靈的褻瀆。然而，安倍宣佈解禁集體自衛
權引來中韓強烈指責之際，澳大利亞卻是高
調支持安倍修憲的國家之一，高調支持安倍
的還包括美國。美國與澳大利亞政府這樣
做，如何對得起在太平洋戰爭中犧牲的陣亡
英靈？

美國為了遏制中國，不惜放縱日本復辟軍
國主義，澳大利亞跟起舞，這是極為短視
和危險的做法，在未來可能會導致不可預測
的後果，美、澳將自食其果。安倍為山本五
十六石碑獻花，是對二戰勝利成果及戰後和
平秩序的藐視和嚴重挑釁，也是對包括中
國、美國、澳大利亞在內的同盟國人民的不
敬與挑釁，不能不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警
惕。

安倍為山本招魂 褻瀆同盟國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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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星籲勿政治化阻「三堆一爐」

財爺：「減辣」好心做壞事
削「辣效」誤導市場 盼議員拿勇氣挺「豬頭骨」

早前有議員引述《聖經》中「所羅門
的裁決」，指政府不願調動財委會

議程，優先處理6項民生項目，並非真
正關心民生。

反駁「所羅門的裁決」論
曾俊華在網誌上回應，指財委會議程

上絕大部分項目皆涉及經濟民生，都是
「母親的兒子」。議員要求調動議程，
其實是要政府保護他們喜愛的「孩
子」，放棄另一些被他們針對的「孩
子」，例如「三堆一爐」。曾俊華又
說，據他理解，聖經故事中孩子真正的
母親，為保護兒子寧願放棄爭奪。
他希望議員拿出道德勇氣和政治承

擔，不要只支持受歡迎的項目，也要作
艱難的抉擇，支持必需但不受部分市民
歡迎的項目。他又表示，過去的一周不
間斷開會，漫長而且非常辛苦，他雖然
與其他部分議員持不同意見，還是衷心
感激大家的努力和辛勤。

曾俊華又提到，就立法會大會審議雙
倍印花稅草案，有議員建議豁免於3年
內自用的非住宅物業交易，是會大大削
減雙倍印花稅的效果，給市場非常錯誤
的信息。他表示，相信支持這些修訂的
議員和政黨有良好的意願，但是單有良
好的意願，不一定會有良好的結果，尤
其是在不恰當的時間「做好心」，很可
能會變成「好心做壞事」。

市場現亢奮 價升抵消好處
曾俊華表示，在目前低息環境持續的

情況下，非住宅物業市場出現非理性亢
奮的風險，遠高於雙倍印花稅增加營商
成本的風險。如果這項「減辣」修訂令
物業價格上升幾個百分點，已經足夠抵
消修訂的大部分好處。在執行方面，曾
俊華認為議員建議的豁免困難重重，例
如業主如何證明物業在3年內完全自
用，沒有全部或者部分出租？他希望議
員仔細權衡輕重利弊。

世事對錯 非黑白分明
曾俊華表示，他和很多朋友都對香港

社會目前走向極端、難有共識的局面感
到憂心。他認為，香港目前的情況跟60
年代至70年代的美國頗相像。當時的美
國，正值民權運動同反戰浪潮的高峰，
是他讀大學的日子。那時候他也曾經以
為自己所信的是最正確的真理，遇到不
滿的事情，會義無反顧地發聲。但現時
回想，世事的對錯不一定是黑白分明。
雖然他仍然認為應該珍惜年輕人的熱
誠，但他希望大家聽一聽身邊不同的聲
音，了解這個世界，是否只有一個角
度。
另外，記者協會早前批評政府官員以

網誌代替記者會，令傳媒無發問機會，
曾俊華在網誌回應「請記協朋友放
心」，表示自己及同事會繼續按信息性
質，用最合適的方式發放，不會單以網
誌交代公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

年度立法會財委會已經完結，但尚

有17個項目趕不及處理，對經濟

民生造成重大影響。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昨日發表題為《漫長的一周》

網誌，希望議員拿出道德勇氣和政

治承擔，支持必需但不受部分市民

歡迎的項目。他又提到，就審議雙

倍印花稅草案，有議員建議豁免於

3年內自用的非住宅物業交易，很

可能會變成「好心做壞事」，大大

削減雙倍印花稅的效果，給市場非

常錯誤的信息。他又對香港社會目

前走向極端、難有共識的局面感到

憂心。
■曾俊華昨日發表網誌，希望議員拿出道德勇氣和政治
承擔，支持必需但不受歡迎項目。 財爺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
反對派議員以拉布手法「玩轉」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使到休會前出現「大塞
車」，最後一個會議上積壓了40多項
涉及民生的撥款申請項目。特區政府發
言人指出，積壓的撥款申請，大多與民
生相關，強調當局願意與立法會議員合
力提高審議效率，但對極少數議員的拉
布行為不能認同。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對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能夠在暑假休會前加開會
議，通過超過20項撥款申請表示感
謝。發言人指出，積壓的40多項撥款
項目中包括公屋免租一個月、發放多一
個月的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
貼、瑪麗醫院重建撥款、開設新職位推
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職業訓練
局的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先導計劃、從
獎券基金撥款在觀塘安達臣道興建安老
院、為社會福利署建立新一代資訊科技
基建設施、為學生資助辦事處追加撥款
以便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推
行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香港迪士尼
樂園的新酒店發展計劃、擴建三個堆填
區及發展綜合廢物管理設施、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公務員薪酬調整、提高漁業
發展貸款基金的承擔額、為擬設的創新
及科技局開設多個政治任命及公務員職
位等。
發言人強調，積壓的40多項撥款，

大多與民生、教育、社福和經濟發展相
關，全部都重要，就算把「民生議程」
提前，大多數議員亦認為不可行。因為

財委會於本月11日到12日的7節、共14個小時的
會議，也僅能通過27項撥款申請。可見無論如何
調動，財委會均無法及時通過所有議程，不少的
民生項目，依然要待10月份，立法會復會後再行
審議。

重視立會關係 拒認同拉布
發言人又指出，特區政府十分尊重立法會，也

非常珍視立法會的功能和作用，更重視與立法會
的互動和工作關係，對於有議員提出，政府提早
將法案申請撥款議程交予立法會，以便有更多時
間審議，行政長官已表明願意吸納意見，更即時
作出跟進。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願意與全體立
法會議員合力提高審議效率，但對極少數議員的
拉布行為不能認同。

當
局
盼
合
力
提
高
審
議
效
率

王國興倡修議規 遏拉布害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近期多次在立法會不同會議上發起「拉
布戰」，最終導致十多項重要民生議案
無法在今個立法會年度通過。工聯會議
員王國興昨日批評，反對派內部出現
「鬥激」行為，縱容拉布，影響廣大市
民，認為只有修改議事規則，防範議員
利用灰色地帶，才能遏止拉布重演。行
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亦表
示，修改議事規則可避免議會拉布常態
化。自由黨黨魁、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則
聲稱，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才能根治拉
布問題。

批反對派拒修例縱容利用漏洞
城市論壇昨日討論行政立法關係。王國
興在論壇上指出，反對派除了拉布議員鬥
激外，反對派內部亦鬥激。他表示，現時
議事規則只對君子有用，但部分議員則肆
意利用漏洞，只有修改議事規則，才能遏

止反對派越趨暴力的行為。他續說，反對
派不同意修改，令少數拉布議員肆無忌
憚，縱容了個別議員繼續以激進方式對
抗，令對立情緒升溫。
他又認為，現時政改問題引起議會間

的爭議，但對立亦應按議會規則辦事，
絕不應在議會「掟嘢、橫越枱面、用語
言暴力」。他呼籲反對派「反對也應當
理性、不應當用暴力」，期望社會和平
理性處理不同意見。
另一名講者田北俊則強調反對拉布或

點人數等做法，但認為修改議事規則
「治標不治本」。
他解釋，回歸多年來議事規則行之有

效，因為行政機構與議會「有偈傾」，
議事規則非不得已不應更改，目前最重
要是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王國興回應
說，面對目前的行政立法關係，政府和
立法會都要深切反省，但認為特首梁振
英上任2年以來，已認真落實扶貧及房屋

等政綱重點工作。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在論

壇上為其拉布行為狡辯，指多名問責官
員缺乏行政經驗，只懂寫網誌，發起拉
布是抗議「行政暴力」，更改議事規則
是本末倒置。

李慧琼：免立會拉布常態化
李慧琼昨日在另一個公開場合中提

到，立法會拉布已常態化，部分議員不
滿就拉，令立法會幾乎癱瘓。她支持修
改議事規則以結束拉布，民建聯未來會
考慮再提建議。被問到政府可考慮調前
較少爭議的議案，李慧琼認為，每項議
案都有其重要性，部分議員不滿議案就
調動議程，令具爭議議案「沉底」並不
合理。

蔡毅：阻民生項目與民為敵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

會理事長蔡毅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激進反對派議員持續拉布，阻
礙十多項與民生經濟有關項目通過，與
民為敵。這些議員應負起拉布後遺症的
所有責任。他希望立法會能盡快修改議
事規則，防止拉布重演。

■王國興批反對派縱容拉布議員。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日前完成今個立法
年度的所有會議，但「三堆一爐」
未及討論，第一期有機資源回收中
心亦被「中止待續」，有關撥款申
請要延至暑假後再作處理。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呼籲，應盡量避免因為
政治而凌駕民生，令有關設施不能
順利落成。政府會在暑假至下次開
會前加緊與相關議員溝通，希望取
得更大支持。
黃錦星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

有關議題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以
至工務小組都取得相當議員的理解和
支持，但財委會的議程因各種原因，
積壓了很多民生相關的議題，因此
「三堆一爐」仍未能上會，他對此感
到失望。

拖延錯失時間 工程漲價增壓

他說，廚餘廠或「三堆一爐」等末
端處理設施都是社會必須的設施，設
施越被拖延，社會不單錯失時間，工
程漲價壓力會越來越大。
黃錦星重申，處理垃圾問題需要
多管齊下，包括源頭減廢、處理廚
餘、支持回收、以至轉廢為能及衛
生堆填，五者不可或缺，並且要一
同進行，否則末端垃圾是沒有出
路，導致「垃圾圍城」，影響公眾
健康。
他承認，「三堆一爐」議題的確具

爭議性，但當局已盡量達致平衡。他
呼籲應盡量避免因為政治而凌駕民
生，令有關設施不能順利落成。政府
會在暑假後盡快爭取時間，再次向財
委會提交有關議題。而在暑假至下次
開會前，當局會加緊與相關議員溝
通，希望取得更加大的支持，減少阻
力。

佛教醫院重建未通過 高永文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立法會財
委會通過瑪麗醫院重建第一期計劃的撥款
申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對此表示
歡迎。不過，對於未能處理佛教醫院重
建，以及審議引進多種新藥物的法案，高
永文則感到非常失望。
高永文昨日出席一項活動後表示，雖然
佛教醫院不是一所全科急症醫院，但亦可
配合九龍東醫院聯網運作，但該項目仍在
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因此估計在本屆立
法會會期內難以通過。而且該標書期限將
過，他估計對工程的成本將造成影響。

4新藥需延數月審議
另外，有4種新藥物仍有待立法會通過
後，才可以正式引進。高永文對此表示，
雖然延遲數月仍可審議此法案，但估計會
影響到有需要的病人。
對於立法會應否調動議程，高永文稱明
白有關看法，但指政府亦有難處，因為不

只是民生及醫
療的項目才重
要，其他項目
例如「三堆一
爐」，同樣涉
及民生。他又
指，即使一方
面進行源頭減
廢，如果仍不
能及時處理固
體廢物，最終
也會影響公眾衛生。

冀港人冷靜反思社會問題
而對於香港社會彌漫極端對抗的氣氛，

高永文希望香港人能冷靜下來，認真反思
社會問題。他續指，社會在不同議題上也
有很激烈的辯論，這些辯論佔據思緒，令
人沒有時間去反思自己所做的事，以及社
會應往甚麼方向走才是最好。

■高永文冀港人冷靜反思
社會問題。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