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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7日（星期二）■責任編輯：趙漢東

政府將25項原定提交財委會審議的撥款申

請納入預算案《撥款條例草案》一併審議。

政府的做法是迫於無奈。由於反對派議員無

窮無盡的拉布，導致立法會審議程序大「塞

車」，在此情況下，政府才將項目綑綁納入

預算案一併審議，這都是拉布惹的禍。不

過，即使合併審議，撥款申請也沒有繞過立

法會，立法會仍然要審議這些項目，反對派

議員質疑政府逃避立法會的審議是沒有道理

的，倒是反對派議員不斷拉布與民為敵的做

法更值得質疑和批評。

25項撥款申請都是非經常性開支，涉及約

31億，包括紀律部門購置設備、撥款電影發

展基金、迪士尼第二期發展研究等。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解釋，本年

度上半年財委會舉行了38次會議，開會次數

創新高，但完成審議的項目只有15項，錄得

新低。顯然，確有必要改變近年的慣常做

法，確保適時取得撥款，提供公共服務。

反對派為阻撓政府施政，在立法會發起不

合作運動，已到走火入魔地步，除了不斷輪

流發言及提出成千上萬的修訂外，還不斷要

求響鐘點算法定人數，以虛耗時間和引發流

會。據立法會秘書處統計，去年2月至12月

立法會大會響鐘多達459次，累計虛耗近70

個小時會議時間，當中有7次更導致流會，

估計合共浪費1600多萬元公帑。反對派還在

立法會拉布「拉死」創科局，阻攔本港經濟

發展多元化的步伐。

受拉布阻撓，本年度原定計劃向財委會提

出共710億元的工程申請，但立法會暫時只

通過79億元的項目。上年度共有27個工程項

目受立法會「拉布」影響而未能完成審批，

包括「三堆一爐」、填海計劃研究、興建學

校、體育館和警署等。

建造業大聯盟上周發動大型「反拉布遊

行」，批評反對派議員拉布令多項基建工程

「閂水喉」，導致撥款「懸崖式下跌」，幾

年後工程減少而現斷層，隨時爆發近兩成的

失業率，冀立法會盡快通過積壓的撥款。

反對派議員拉布浪費公帑、阻礙經濟、損

害民生，已到天怒人怨地步。政府對拉布無

可奈何，民意則可以發揮遏止作用。年底區

議會選舉以及明年立法會選舉，正是票債票

償的時候。市民一定要認清楚哪些議員拉

布，到時用選票懲罰他們。

都是拉布惹的禍
食環署一名小販管理隊主任前日在中環執勤

時，懷疑被一名南亞裔無牌小販推跌，頭部受傷

昏迷，情況危殆。打擊無牌小販、維持良好街道

秩序和衛生環境，是小販管理隊的職責所在，任

何人以任何理由暴力抗拒小販管理隊執法，都須

受到法律的嚴懲。當局應加強對小販管理隊前線

人員的支援，提供充足的保護，防範小販管理隊

人員在執法時遇襲受創的事件重演。

依照《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及相關其他法

例的規定，小販管理隊有責任整頓小販經營，

以保持街道暢通、環境整潔。對於無牌經營的

街頭販賣活動，小販管理隊更要按正常程序採

取執法及檢控行動，制止非法販賣行為。根據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第139條，

任何人若故意妨礙或抗拒執法人員執行職務，

或對其使用粗言穢語，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

罰款二萬五千元及監禁6個月。此次案件的兇徒

明顯觸犯有關法律，更對小販管理人員造成嚴

重人身傷害，影響極其惡劣，警方必須將兇徒

繩之以法。

有意見認為，食環署人員平時執法時，所遇

反抗一般不大，此次事件有執法人員重傷是特

殊例子，因為涉事的疑兇是南亞裔人士，未必

認識本港法例，又加上言語不通，更可能是非

法居留，導致遇到執法時鋌而走險激烈反抗。

香港是法治社會，不管任何膚色、運用任何語

言的人士，都需服從執法行動，膚色、語言不

能成為抗拒執法的理由，若非法居留又從事非

法販賣更罪加一等。當局須對犯法者追究到

底，使其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展示本港社會

絕不容忍暴力抗拒執法，戕害執法人員。

小販管理隊平時執法的原則，是盡量避免發

生肢體衝突，即使遇到無牌小販反抗，小販管

理隊的一般做法也是控制當事人情緒，然後向

警方請求支援，基本不會自己動手處理。此次

事件反映香港作為國際社會，來自世界各地的

人士在港活動頻繁，前線人員的執法風險有所

上升。日前一名軍裝警員在尖沙咀重慶大廈調

查時，亦曾遭到一名南亞裔男子連揮9拳襲擊。

儘管小販管理隊執法工作的性質和難度不能與

警方相提並論，但為保護小販管理隊前線人

員，當局需要吸取此次事件的教訓，為前線人

員提供必要的防衛裝備，加強應付突發事件的

訓練，增配熟悉某些南亞國家語言的員工以利

溝通，提升執法成效，增強小販管理隊執法人

員的保護。 （相關新聞刊A10版）

小販管理隊執法支援需要加強
A6 重要新聞

內地民眾寄望繼續反腐強軍
網民評徐才厚病亡：多行不義必自斃

重典治軍強軍才有望
一年前，中央決定對徐才厚涉嫌違紀問題進行組織調查。

徐才厚個人的死亡，使法律對他的裁決畫上休止符。雖然其
人已逝世，但是內地對巨額貪腐的反思以及有關反腐腳步顯
然沒有停下來。記者在多個網站看到，網民們紛紛表態，支
持拿下腐敗分子。河南省鄭州市網友「靈武山人」表示，支
持習近平總書記英明決策，清除軍隊腐敗！上海市網友「飛
龍在天」說，中央重典才能治軍，讓他看到強國有望！強軍
有望！
山東省濟南市網友「王老翁」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

結果！鳳凰網網友「明士二」說，徐才厚死有餘辜，遺臭萬
年。河北省石家莊市網友「孫行者游天下」認為，這些軍中
之賊，禍國殃軍，死有餘辜！貴州省貴陽市網友
「ok12345ok」亦指出，徐才厚是「貪得無厭，咎由自取。」
山東省萊蕪市網友「山前溫泉」表示，全國人民學習解放

軍，軍隊不純潔，人民怎放心。河北省石家莊市的一位網友
就引述《紅樓夢》裡道士的話說，「世上都曉神仙好，只有
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貪官下
場。」廣西玉林市一位網友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天有
眼，多行不義必自斃。

軍隊乾淨 保國更有力
北京市網友「流水飛石」表示，眾多「軍老虎」被打，打

得好啊，人民群眾歡欣鼓舞！如果再打些，軍隊會更乾淨，
保衛人民和國家會更有力。
湖南省常德市網友「看正義之師」表示，亂我軍心，毀我

長城者殺無赦。遼寧省瀋陽市網友表示，老虎個個落網，國
人看到了希望。山東省濟南市網友「聆羽靜」說，軍隊穩
定，國家才能安穩，支持中央反腐！
湖北省武漢市網友「shenbingyan」認為，軍隊千萬不能有
腐敗呀！他說，戰爭年代人民用奶水救治傷員、用親生兒子
替換子弟兵……就因為軍隊是老百姓的靠山，如今，國家強
大了，軍隊仍然是民族的希望。所有待遇都是人民負擔的，
應該知足。兵來將擋，如此貪財，必然惜命，還能擔當使命
嗎？
陝西省安康市網友「大拍樹」表示，軍隊腐敗是決不能容

忍的，發現一個殺一個，你不殺他，到時候敵人要殺我們
的。

彰顯中央猛藥反腐決心
《人民日報》前副總編皇甫欣平近日撰文稱，從黨的十八
大以來，反腐敗的高潮一個接着一個。從拍「蒼蠅」到打
「老虎」，再到打「大老虎」；從黨政要員到軍中巨蠹；從
在位的到退休的；從國內的到已經逃到國外的……可以說，
反腐敗是在全方位、立體化地進行。這充分彰顯了中央猛藥
去沉疴、砍樹救森林的決心，也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期望，
深得民心。反腐的第一步，「不敢腐」的態勢，已經初見成
效，也為下一步的反腐，贏得了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軍中大
老虎」、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徐才厚，15日「因膀
胱癌終末期，全身多發轉移，多器官功能衰竭，
醫治無效在醫院死亡」。此前，徐才厚的案件已
結束偵查進入審查起訴階段。消息傳出後，內地
民眾紛紛為中央打虎點讚，表示堅決支持中央清
除軍隊腐敗，讚揚反腐深得人心。北京市民張女
士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說，「軍隊腐敗是最危險的
腐敗，軍隊容忍腐敗就是容忍戰敗」，這既是歷
史的警示，也是當下的共識，希望國家同時推進
「整風」與「立規」，重塑人民軍隊光輝形象，
讓徐才厚、谷俊山這類腐敗分子無處遁形，清除
障礙，為強軍助力。另外，內地大量網民留言
稱，天有眼，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的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去年3月15
日當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的辦案人員對北京阜成
路徐才厚的一處豪宅進行查抄。《鳳凰週刊》早前
引述接近軍方高層的知情人士透露，查抄結果大大
出乎見多識廣的辦案人員意料，「原本以為社會上
有關徐才厚涉嫌貪腐的傳聞很厲害了，且從谷俊山
案發至今都兩年多了，徐才厚即使有什麼貪污，財
物早就轉移完畢，家裡斷然不會有東西了。」
但打開徐才厚這處2,000平方米豪宅的地下室後，

辦案人員還是嚇了一跳：徐宅地下室裡到處堆放着

現金，有美元、歐元、人民幣，辦案人員一時點不
過來，只好拿秤來秤了，再貼上封條。被查抄的現
金居然足足有1噸多重！有的打着包甚至都未開封，
而徐宅內各種金銀珠寶更是不可勝數。

倉庫裡古玩字畫亂放
在徐宅的倉庫裡，還有100多公斤、200多公斤的

和田玉，各種名貴的硬木和珍稀的翡翠製品一大
堆。成堆的和田玉大多原封未動，有的只是去了玉
石的一層外皮，露出裡面的大概成色。「璞玉有那

麼十幾块，查抄的現金和玉石都是分開放置的。」
知情人士稱，徐宅倉庫還有唐、宋、元、明歷朝的
各種古玩器具和字畫。這些物品的主人還無暇打
理，都雜亂地放在屋子裡。
從這位原中央軍委副主席豪宅裡查抄的財物堆積

如山，辦案人員只得臨時叫來十多輛軍用卡車才能
將其全部運走。經過十幾天的緊張工作，疲憊不堪
的辦案人員對所有查抄的財物都一一列了清單，事
後向徐才厚出示對質。面對家裡被查抄到的大量贓
款贓物，徐才厚只得低頭認栽。

現金珠寶堆如山嚇壞辦案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軍
中「大老虎」徐才厚在任職期間，依靠組
織人事的權力，形成了盤根錯節的腐敗系
統，他利用職務之便賣官、大肆收受財
物。軍事科學院楊春長等日前接受環球網
採訪時揭開徐才厚賣官內幕，稱軍隊入黨
提幹皆有價碼，從排級到師級行情不等，
曾有大軍區司令向徐行賄2,000萬元。
曾在徐才厚身邊工作過的楊春長透露，

徐才厚出事後，其身邊的人說了，他們權
力太大了，人家一個大軍區司令，給他送
了一千萬，再有一個送兩千萬的，他就不
要一千萬的。
此前，《鳳凰週刊》引述北京知情人士

披露，在谷俊山被調查前，徐才厚把他接
走了。谷俊山儘管自知大勢已去，但仍欲
作最後一博，多次向徐才厚付賄金，共計
達4,000多萬元。
據稱，徐才厚並不敢直接收入囊中，而
是轉給其昔日的一個親信保管，該親信也
不敢存在私人賬戶，最後將其放在一個公
共賬戶裡。

生活糜爛「窩邊草」也不放過
據報道，徐才厚在原辦公地點、八一大

樓地下，還有一個秘密儲藏室，裡面放滿
了現金，由其秘書和一名負責勤衛的女戰

士看管。徐才厚生
活作風極其糜爛，
「窩邊草」也絕不
放過。事後，他答
應給這名女戰士
「入學提幹」，可
是一直不兌現。

不敢張揚 女戰士偷走一車現金
徐才厚退休後，這名女戰士絕望了，有
一天，從山東老家開來一輛麵包車，把徐
地下儲藏室裡的現金裝了一整車，連人帶
錢一起「失蹤了」。徐才厚自知理虧，寧
願吃「啞巴虧」，也不敢叫人追查。
像國內的大多數貪官一樣，徐才厚也在

全國各地置辦房產，但這些均通過其妻女
操作，徐才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一些
房產的細枝末節，甚至連徐自己都不甚了
了。接近軍方人士向《鳳凰週刊》透露了
查辦徐案中的一個頗具戲劇性的細節。
徐才厚未被調查時，外界盛傳徐在上海

有4套房產。徐認為是假的，是別人栽贓陷
害，大發雷霆。於是他主動給某軍方高官
打電話，讓其派人去查，以自證清白。軍
紀委的人再次查核後，發現該處房產確實
不是以徐才厚名義登記的，房產使用登記
人填的是徐才厚3歲外孫的名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北京報道）徐家莊是
徐才厚的老家，位於遼寧
瓦房店市長興島鎮，村
裡，一條專為徐家莊修建
的公路直達村口。據稱，
徐家莊村裡的環境很好，
一說徐家莊，當地人都知
道。
《鳳凰週刊》早前報道

指，徐才厚老家的房子地
上沒有一點雜草。據徐才
厚的嫂子介紹，她的兒子
是負責給徐家莊看村、看
道的。時不時會派人來收
拾一下徐才厚家的院子，
掃地、拔草之類。
徐才厚本家的兄弟說，

徐才厚當官後曾回過老家
一次。當時是大連市市長
和市委書記陪着來的，看了一下老房子並和村民合了影，然後就去上
墳了。
2004年，徐才厚晉陞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據報道，次年，在遼寧大

連市長興島徐家莊後山一處荒地，徐才厚家的祖墳被修葺一新。作為
徐家長孫的徐才厚和另外兩個堂弟的名字一起被鐫刻在祖宗墓碑上，
顯示其已完成光宗耀祖的祖訓。

專門公路直達徐才厚老家 賣官行情揭秘 大軍區司令2千萬

■■徐才厚老家的院子徐才厚老家的院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楊春長楊春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條專為徐家莊修建的公路直達村一條專為徐家莊修建的公路直達村
口口。。徐家莊是徐才厚的老家徐家莊是徐才厚的老家。。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徐才厚徐才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