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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嚿慢咇拒進場 立會流會
曾鈺成：缺席議員欠公眾一個交代

昨日是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
林健鋒的63歲「牛一」(生日)，受到近日
「佔中」的影響，他的生日願望也離不
開現今的局勢。他指出，每天看到新聞

報道都令自己很憂心，希望「佔中」能夠盡快結束，
社會重回正軌，各行各業都能夠盡快復甦。

林健鋒昨日生日，卻遇上立法會「流會」。他坦
言，按照立法會的議程，昨日整天都需要留在立法會
大樓內，自己上午也準時出席會議，想不到竟然流
會，但塞翁失馬，流會令他可以騰出昨日的午餐時
間，與兒子靜靜地「食一餐晏」，而兒子已經為他安
排了一頓豐富的晚餐，一家人共聚天倫。

他的生日願望是，希望「佔中」盡快結束和「世界
和平」。被問及最想收到甚麼禮物？林健鋒笑說：
「最希望兒子能夠盡快成家立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健鋒生日願望「佔領快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議員
刻意缺席，立法會大會昨日流會，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的工作一拖再拖。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對此表示遺憾，但他相信
不會影響到創新及科技局成立的進度。他強
調，當局提出成立新政策局，是為了回應業
界及市民的訴求，議員應盡責，和特區政府
相配合。
立法會大會昨日上午原定繼續討論特區政府

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提出設立有關新的開支
總目及變更職位編制等，但由於出席會議的議
員人數不足，最後被迫流會，待下周三立法會
會議才能繼續討論。

料流會無阻創科局成立
負責有關項目的蘇錦樑昨日對此表示遺憾，

「今次是其中一個環節，我們尚要到財委會，
其實，今次會議之前我們做了大量工作，流會
我會都表示遺憾，但雖然今次流會，我們下一
個會議會繼續，積極推動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
他相信，是次流會不會影響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進度，但強調每一個步驟都非常重要的，
「我們除了要完成今次的會議，原本可以完成
這個步驟外，我們亦要到財委會人事編制委員
會（申請）撥款……我們最後都是要到財委會
爭取通過，所以，我們會繼續積極推動這方面
工作。」
蘇錦樑強調，特區政府積極推動成立創新及

科技局，是為了回應資訊科技業界和市民的訴
求，故他呼籲議員做好職責，與特區政府相配
合。

蘇錦樑表遺憾籲議員盡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為配合「佔領」，宣稱會全面展開

「不合作運動」。立法會昨日復會，會議甫

開始，反對派議員即時提出點算人數，由於

「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大嚿)及陳志全(慢

咇)故意躲在立法會前廳「歎」早餐，終令會

議流會。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不點名批評

陳偉業及陳志全，指他們倘反對某個議案，

應該出席會議並投反對票，而缺席會議的議

員失職，欠公眾一個交代。

立法會大會昨日早上9時續會，首項議題為討論設
立創新及科技局。不過，會議剛開始，還未有任

何討論，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已要求點算出席人
數，立法會隨即響起點算人數的鐘聲。在15分鐘的法
定時限內，不少還未進入會議室的議員都加快腳步，
連走帶跑般進入會議室內。
在法定時間的最後一刻，會議廳內只有34人，尚欠
1人才足夠法定開會人數（見表）。其後，工聯會議員
郭偉強飛奔進入會議廳，惟法定時限剛過了數秒，曾
鈺成惟有宣布：「剛才傳召議員的時間到15分鐘的時
候，郭偉強議員尚未進入會議廳，根據議事規則第十
七條第二款，我必須宣布休會。」

陳偉業：「不合作行動」之一
一手策劃是次「流會」的陳偉業承認，他們是故意

缺席，是實行「不合作行動」的其中一個環節：「我
們已經多次說明強烈反對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也說
明我們是用拉布的方法阻止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所
以，有任何方法（拉布），包括製造『流會』，我們
都會支持。」
曾鈺成昨日在流會後會見記者時強調，他相信公眾
人士不會接受立法會「流會」，而議員缺席會議就是
失職行為，不希望在餘下的會期再發生，「無論如
何，我認為公眾人士都不會接受（『流會』）。所有
沒出席的議員都欠公眾一個交代。」
他希望議員以「更高的責任感」來對待會議，並不

點名批評陳偉業及陳志全，指倘有議員反對會議處理
中的一項議案，「絕對不能成為議員不出席會議的原
因……你如果反對該議案，不想議案獲通過，就應該
出席投反對票。」
曾鈺成指出，流會已令立法會有大量的議程「塞
車」，未能如期處理，影響議會整體的運作，「有多
項議程已積壓一段時間，（立法會）一直無時間就公
眾利益議案進行辯論。是次會議原本有三項附屬立
法，由議員動議延展修訂期限，由於已是最後修訂期
限，受到流會影響，再不能提出延展修訂，衝擊立法
會會議的安排。」
被問及陳偉業稱這是履行「不合作行動」的其中一
個環節，曾鈺成說，「所謂『不合作行動』，這當然
是有部分議員的政治行為，這個政治行為造成的所有
後果，責任當然是有關議員要承擔。」

民建聯盼反對派顧整體利益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批評，有議員刻意不開會：「陳
偉業議員，我看到他吃早餐，到開會響鐘時沒有進
來，這很不應該。我希望反對派議員—他們揚言要搞
『不合作運動』—應該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昨日在另一場合坦言，反對派
議員提出「不合作行動」，很多民生問題都無法處
理，市民已經開始承受有關代價，呼籲反對派為市民
的福祉，不要再打「拉布戰」。譚耀宗則要求立法會
主席倘遇上拉布戰，應該果斷剪布。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經民聯主席梁君彥也批評
陳偉業及陳志全寧願吃早餐也不進入會議廳，是故意
缺席，令會議被迫流會，又認為「塞車遲到」並非缺
席會議的藉口，「我想塞車塞了25天，為何大家不準
備好？我8時半前都回到這裡，我沒有駕車，我乘港
鐵回來，為何不能這樣做？大家不要有藉口。」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說，是次「流會」將令議會進
程減漫，希望拉布的反對派議員手下留情，不要浪費
立法會未來兩年的會期。

郭偉強遲數秒 怨路太塞難預計
■立法會例會因缺一人而流會。 資料圖片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左)、陳志全在立會內
吃早餐而缺席。 資料圖片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在鳴鐘15分鐘
召集後仍遲到幾秒鐘。 資料圖片

愛港之聲示威 要求朱耀明「撤佔」

■林健鋒的生
日願望是，希
望「佔中」盡
快結束和「世
界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領」行動持續將
近1個月，「佔中」發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師一直鮮有露
面。愛港之聲昨日聯同其他團體十多名成員，到朱耀明
曾任主任牧師的柴灣浸信會示威，要求該教會聯繫朱耀
明，叫停「佔領」。他們批評，「佔領」危害社會秩序
和青少年，甚至小朋友也蒙受其害，完全與教會宣揚的
愛與和平背道而馳，朱耀明有責任履行牧師職責，並呼
籲公眾遠離違法之地，盡早結束「佔領」。
愛港之聲昨日聯同懷集同鄉會，在柴灣浸信會外帶同

寫有「呼籲朱耀明浸信會全港宗教 救孩子救香港停止
佔中」的橫額，高叫口號，並向該教會職員遞交請願信
後和平散去。
愛港之聲副主席陳波儀表示，得悉朱耀明目前仍有在

該教會兼職工作，原定約好該教會負責牧師討論事件並
聯繫朱耀明，惟昨日下午收到對方通知取消會面。
她質疑，朱耀明一直不肯現身，是由於「佔領」行動

已違反其宗教信念，浸信會又臨時爽約，亦是沒有勇氣
面對公眾。愛港之聲會再約見朱耀明及浸信會反映社會

對「佔中」的憂慮。
兩團體分別向朱耀明和柴灣浸信會提

交公開信。在向朱耀明發出的信中提
到，「佔領」行動絕不和平，朱耀明發
動「佔中」的行徑，令人對教會的信念
存疑。朱耀明不應再讓青少年被誤導，
罔顧法紀，毀壞前途，破壞香港法治，
並以他們做「人肉圍牆」。

敦促教會籲請各界「停佔」
他們認為，朱耀明是擁有多年經驗的
牧師，一定記得耶穌基督叫人不要「說謊」的教誨，有
責任呼籲不要再誤導心智未成熟、涉世未深的孩子，捲
入險惡的政治漩渦，更有責任不要再衝擊及仇恨保護青
少年的警察。
在致柴灣浸信會的公開信中提到，「佔中」已令香港

水深火熱，社會躁動撕裂，市民怨聲載道。信中質疑朱
耀明會否教自己的孩子犯法並衝擊警察，認為浸信會應

本着基督教牧養精神，有責任輔導朱耀明本着基督教義
「神愛世人」宗旨，令朱耀明重新理解何謂愛人如己，
放過孩子。
信中又要求浸信會應秉承耶穌「基督愛世人」的美

德，協助特區政府平息由該教會牧師引起的社會動亂，
並聯同其他教會團體，籲請各界立即結束「佔中」，維
護法治精神和社會安寧。

■愛港之聲與懷集同鄉會向浸信會遞信，冀聯繫朱耀明叫停「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羅繼盛）立法
會昨日會議因欠1人而流會，多名立法會議員昨
日向市民道歉，並承諾日後定會將立法會大會
放在「第一位」。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昨日雖急衝進會議

廳，但由於法定時限已過數秒，他的出席並未
計算在出席人數中。他向記者解釋，遲到的原
因是因為交通情況混亂。
他說：「今天（指昨天）的擠塞與平時的塞

車不同，已經很難預計何時塞車、何地塞車。
立法會附近地方都不能下車，我要在很遠的地
方，即接近（駐港解放軍）軍營那邊下車後跑
過來。」
郭偉強對「流會」感到失望：「事實上，我

希望會議能繼續談，本身因不停點人數，已浪
費很多議會時間，都希望能盡快談（創新及科

技局）。」

張華峰田北俊向公眾致歉
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昨日在另一場

合解釋，自己昨晨與業界人士開會討論「滬港
通」的技術事宜，故未有在立法會議事廳現
身。他與業界人士完成會議，計劃趕回立法會
途中，已收到立法會「流會」的消息。他向全
港市民致歉，並承諾自己以後會將立法會大會
放在「第一位」，以免同樣情況再次發生。
在昨日會議，自由黨全部議員缺席。該黨昨

日在「流會」後發出書面聲明，稱該黨議員因
公幹離港或其他事務而未能依時出席會議，自
由黨黨魁田北俊為此向公眾致歉。他們會進行
內部檢討，確保日後舉行的立法會大會皆有自
由黨議員在席，以減低「流會」發生的機會■金鐘一帶道路直至昨晚仍然被堵塞。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議員考勤名單
所屬政黨（人數）

出席名單（共34人）
主席（1人）
民建聯（8人）

工聯會（4人）
經民聯（4人）
民主黨（3人）
公民黨（2人）
工黨（1人）
其他（11人）

缺席名單（共36人）
民建聯（4人）
工聯會（2人）
新民黨（2人）
經民聯（3人）
自由黨（5人）
民主黨（3人）
公民黨（4人）
工黨（3人）
「人民力量」（2人）
其他（8人）

資料來源：立法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議 員

曾鈺成
譚耀宗 葉國謙 李慧琼 何俊賢 黃定光
陳鑑林 葛珮帆 梁志祥
陳婉嫻 王國興 黃國健 麥美娟
梁君彥 林健鋒 盧偉國 梁美芬
單仲偕 涂謹申 胡志偉
梁家傑 陳家洛
何秀蘭
潘兆平（勞工界）馬逢國（體藝文出版界）
廖長江（商界）陳健波（保險界）梁耀忠（街工）
姚思榮（旅遊界）吳亮星（金融界）
范國威（新民主同盟）梁國雄（社民連）
莫乃光（資科界）梁繼昌（會計界）

蔣麗芸 陳克勤 鍾樹根 陳恒鑌
鄧家彪 郭偉強
葉劉淑儀 田北辰
石禮謙 劉皇發 張華峰
田北俊 張宇人 方剛 鍾國斌 易志明
劉慧卿 黃碧雲 何俊仁
湯家驊 郭家麒 郭榮鏗 毛孟靜
李卓人 張超雄 張國柱
陳偉業 陳志全
林大輝（工業界）梁家騮（醫學界）
謝偉俊（獨立）謝偉銓（建測界）
馮檢基（民協）李國麟（衛生界）
葉建源（教育界）黃毓民（獨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