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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恢復二讀辯論《2015年撥
款條例草案》，提出11項修訂拉布的
「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昨日在座
位上擺設多個大型道具，其中一款疑似

是「偽鈔」。民建聯議員何俊賢在發言時提出規程問
題，質疑范國威影印鈔票、參與「非法活動」，涉嫌
觸犯法例，要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處理。

范國威在回應時辯稱，枱面上的只是「道具鈔
票」，上面印有各種口號，認為何俊賢是「諗多
咗」。何俊賢即要求曾鈺成派人檢查，但主席認為這
並非規程問題。此時，坐在范國威旁邊的體育、演
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向主席投訴，批評范國
威的大型道具阻擋了其視線，要求主席處理。

這時，范國威只好「小學雞」地慢慢移開道具，但
仍阻擋了馬逢國近半視線，擾攘一輪後，曾鈺成不禁

嘆道：「我相信睇緊直播的市民，會以為睇緊幼稚
園上課。」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九十七及九十八條，任何
人在無合法辯解下製造紙幣的偽製品，即屬犯罪，最
高可處監禁3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范國威道具騷 曾鈺成譏似幼園

■范國威昨日在座位上擺設大型道具，阻擋馬逢國的
視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建制派促主席剪布救港
立會辯論預算「四丑」連拉3年 昨點人7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運輸業團體趁昨日
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財政預算案而到立法會外請願。
他們批評「佔領行動」影響生計，從業員獲預算案相
應援助仍生活艱難，期望香港特區政府加碼豁免一年
牌費，及津貼受害最深的的士司機。
多個團體昨日到立法會示威區請

願。請願團體之一陸路交通運輸業
大聯盟在請願區內手持標語並高叫
口號，不滿預算案對運輸業所作支
援「小恩小惠」。該團體認為，受
惠司機一年內僅獲一次驗車費豁
免，並不足夠，要求特區政府加碼
豁免一年牌費。他們指出，的士司
機在「佔領行動」中大受影響，部
分甚至「無工開」，促請特區政府
發放津貼紓緩負擔。
另外，民間長遠社會發展運動20

多名成員及社民連主席梁國雄也到

場請願，稱預算案提出設立未來基金是「鎖死」公共
資源，「分薄」醫療、教育、退休保障等投資。其
間，陸路交通運輸業大聯盟成員甫看到梁國雄出現，
立即上前與他口角。雙方互相指罵，需由保安員介入
調停。

運輸業促豁免牌費津貼的哥

■■陸路交通運輸業大聯盟到立法會請願陸路交通運輸業大聯盟到立法會請願，，要求政府給予更多補助要求政府給予更多補助。。

立法會二讀辯論預算案預料需時兩
日，若今日續會後完成辯論程序並

通過條例草案予以二讀，下周三將進入
全體委員會階段，逐一審議議員修訂。
立法會屆時將處理包括社民連主席梁國
雄和「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等
激進反對派議員提交的3,904項「垃圾修
訂」。在昨日辯論期間，拉布議員最少7
次要求點算人數，浪費議會時間。

譚耀宗：惡行天怒人怨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在會議上指
出，不少市民向他查詢綜援、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何時可「出三
糧」，擔心拉布令撥款變得遙遙無期，
希望他阻止拉布。
他批評，少數激進派議員為「出
位」，濫用議事規則拉布，浪費大量寶
貴議會時間，去年預算案便需延至6月才
能通過，幾乎令香港陷入「財政懸
崖」，現在又提出近4,000項「垃圾修
訂」，無視市民大眾福祉，完全是癱瘓
議會、特區政府和香港發展的惡行，天
怒人怨。他促請其他反對派議員不要參
與或縱容拉布，令拉布惡行越演越烈。
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表示，今年預算

案是近年最令人滿意的一份，基層、中
產受惠甚多，不明白反對派為何仍要拉
布，並批評「拉布怪」用極端手法脅迫
議員，「點解要不斷點算人數，打斷我
發言呢？點解拉埋其他人落水？」
她並批評梁國雄在會議期間要求點算
人數，但又迅即離開議事廳，「長毛
（梁國雄），你有本事就即刻返嚟！」

王國興：3年耗公帑25.7億
去年以「午餐肉和豆豉鯪魚」諷刺拉

布惡行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昨

日再在會上展示手寫牌「3年拉布浪費市
民血汗金錢25億7395萬元」，嚴辭批評
拉布行動：拉布所浪費近26億元，相等
於特區政府可代全港公屋家庭繳交兩個
半月租金，及生果金、傷津、長生津和
綜援足以多出 1個月糧，變成「出四
糧」。
王國興呼籲香港市民必須看清反對派

是如何浪費市民的血汗錢，跟拉布議員
算賬，而拉布議員以數千項「大包圍」
修訂預算案「出包」，曾鈺成亦應運用
權力「出剪」，對重複無意義的發言
「手起剪落」，才能在這場「包剪揼」
遊戲中，維護立法會議事程序不被干
擾。
另一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則批評

陳偉業年年拉布純粹拖時間，根本沒有
新招，更沒有一次成功，反問「還可以
幫香港市民做甚麼？」

林健鋒：促急修議事規則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則感慨說：「剪

不斷，理還亂，政府、市民如熱鍋上螞
蟻，大家都已厭倦。」他狠批拉布議員
利用議事規則的灰色地帶，提出大量無
聊瑣碎的修訂，騎劫議會，癱瘓特區政
府運作。
他批評，拉布議員辯論期間不在座位

上，返回議事廳又不是議政，就只懂
「點人數」。他擔心，預算案如不能在5
月前通過，惠民措施將無法落實，故修
改議事規則防止拉布已迫在眉睫。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則說，有朋
友問他拉布議員是否「變態」，他認為
有人想「把變態變為常態」，批評拉布
浪費時間和公帑，擔心香港會墜入「財
政懸崖」，呼籲反對派懸崖勒馬。
會議今晨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二讀審議涉及340億元跨

階層惠民措施的財政預算案撥款。激進反對派議員以近4,000項預算案

「垃圾修訂」發動拉布，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在會上炮轟，反對派議員

連續3年拉布阻撓預算案通過，不僅浪費公帑共近26億元，更阻撓市

民受惠於預算案的利民紓困措施，拉布行為是與民為敵、天怒人怨，

促請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考慮社會整體利益及早剪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近年
頻頻借政改、反「水貨客」等問題鼓吹「港
獨」，「港獨」搞手陳雲的門徒被指已在英
國註冊「港獨黨」。立法會昨日審議《2015
年撥款條例草案》時，多名議員批評反對派
阻礙惠民措施落實，破壞經濟發展，甚至不
斷鼓吹「港獨」思潮，已經「由討論走到實
踐階段」，令人擔心香港遲早被反對派拖垮
拖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昨日發言時批

評，激進反對派以反「水貨客」為名辱罵旅
客，「小朋友都唔放過」，令人憤慨，亦令
香港「好客之都」形象毀於一旦。
他點名批評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聲稱外

國接待旅客數字比香港低的言論，是誤導公
眾，顯示「公民黨搞亂香港」的本質，「反高
鐵，是自我邊緣化；反特首普選，是反民主；
反法治精神，鼓動市民『佔中』……公民黨的
惡言惡行，可謂磬竹難書。」

指「港獨黨」收𡃁𡃁 走到實踐階段
陳鑑林續說，反對派抗拒兩地融合是因為

想搞「港獨」，近期有人在英國註冊「港獨
黨」，並在港招募黨員，是「港獨」勢力升
級的表現，「已由討論走到實踐階段」，值

得社會警惕，擔心香港遲早被反對派拖垮拖
死，「700萬人通通是輸家」。
他強調，財政預算案中每項措施，市民均

有得益，反對派卻提交3,900多項修正案來拉
布，「除了是政治騷，看不到有任何意
義」，呼籲市民日後用選票懲罰他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批評，「佔中」衝

擊法治、經濟和民生，「小商戶連『沙士』都
捱得過，但被『佔中』搞到執笠。」他認為，
財政預算案提出向商戶免半年牌費，是從善如
流，有助減輕商界負擔，並批評反對派「死而
不僵」，在立法會外霸地紥營，慨嘆經常被驅
趕的露宿者「同人唔同命」，「可能打着『真
普選』旗號就免受驅趕。」
黃定光又說，反「水貨客」示威令中小企

做生意更困難，希望特區政府興建邊境購物
城，提高香港接待旅客能力。他促請反對派
立即「收手」，令惠民措施得以早日落實，
「拉布多一個月，市民就受苦多一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昨日開始審議《2015 年撥款條例草
案》，「拉布四丑」已提交近4,000條
「垃圾修訂」，又不斷以點算人數方式
企圖搞流會，惟多個反對派政黨立即與
之劃清界線，表明不會參與拉布，更破
天荒與建制派「合作」。民建聯立法會
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表示，已與反對
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達成共識，
對方保證會有11人出席會議；而建制派
也會制定更表應對拉布，以防流會。
立法會下周三（22日）將進入全體委
員會審議階段，審議就財政預算案提出
的3,900多項修訂，屆時議員可以無限次
發言，每次15分鐘。葉國謙昨日表示，
單社民連議員梁國雄一人已提出逾3,000
條修訂，相信會出現嚴重的拉布現象。
葉國謙已經和反對派「飯盒會」召集

人梁家傑取得共識，對方保證會有11人
開會，「負起應負的一半責任」。建制
派則保證會有24人出席，民建聯佔一
半，加上反對派議員，可確保每次會議
最少有35名議員在席。

建制歡迎反對派負責任
葉國謙表示，歡迎反對派願意承擔基

本責任，維持議會正常運作，相信流會
的壓力會大減。他又說，建制派會重新
實施編更制，以應對拉布，「反對派
『拉布』只為我們（建制派）帶來不
便，令我們要需要長時間留在會議廳
內，影響不大，但就令反對派不斷流失
支持者，故反對派不得不接受現實，合
作制定更表。」
梁家傑則只回應稱，反對派面對拉布

會「盡量」履行責任，每個黨派至少有
一半人在席。
「拉布四丑」之一、社民連主席梁國

雄發炮批評，「泛民」與建制派合作，
即代表反對派早前提出的全面「不合作
運動」已不存在，「只有『針對梁國雄
的不合作運動』仍然繼續。」
另外，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說，

民主黨不會加入拉布行列，只會對各政
策局和部門的個別事項提出修訂，包括
警務處購買3部水炮車用作防暴用途等。

兩陣營合作 防拉布流會

多黨讚預算聽民意惠全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多個
主要政黨在昨日的財政預算案二讀辯論中，
肯定預算案願意聽取政黨反映的民意，從善
如流推出鉅額惠民措施，令社會跨階層受
惠。多名議員認為，特區政府需積極開拓香
港新產業，同時加強旅遊基建設施吸客，及
早應對未來經濟新形勢。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譚耀宗昨日在會

上表示，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聽取民建聯意見
推出利民「派糖」措施，包括公屋免租一個
月、多項基層津貼「出三糧」、推出稅務寬
免等，並向受「佔領」行動影響的中小企作
出支援，而本年度財案滿意度逾六成，措施
惠及各階層，皆大歡喜，期望特區政府繼續
推行良好措施惠民。
預算案雖有盈餘，但譚耀宗擔心外圍環境

不明朗，反「水貨客」行動又影響訪港旅客
人數，衝擊香港整體經濟，加上人口老化問
題，經常性開支有增無減，特區政府仍需居
安思危，避免入不敷支，同時鞏固原有優勢

產業，開拓新產業。
工聯會榮譽會長、立法會議員陳婉嫻表

示，新年度預算案四平八穩，期望曾俊華行
前一步，包括統合處理美食車問題，同時推
動香港發展多元經濟，避免過度依賴個別產
業，這樣才可令社會各階層分享經濟發展成
果。

王國興憂民生收費加幅太高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預算案採
納了包括工聯會在內的建制派議員意見，紓
緩基層生活負擔，值得讚賞和支持。不過，
部分民生收費調整一步到位，例如墳場火葬
場收費、屠場驗豬牛肉收費一加數倍，提醒
特區政府正視，勿為好事潑冷水。
經民聯主席、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梁君彥亦

指出，今年預算案是近年評價最高一份，回
應了經民聯意見，在鉅額盈餘下，推出340
億元利民紓困措施，包括多項惠及中產的退
稅措施，還富於民，有助減輕中產家庭負

擔。不少中產人士說，特區政府今年終於沒
有忘記中產，協助了交稅多、福利少的中產
人士。
他關注「一周一行」措施令內地旅客減少，

加上反「水貨客」行動趕客，香港購物天堂美
譽轉弱，促請曾俊華加快投入資源，加強旅遊
基建設施，重建「好客之都」形象。

湯家驊促正視預算決算差距
多名反對派議員則聲稱曾俊華預測財政狀

況不準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稱，特
區政府每年都強調結構性赤字，但香港每年
都有鉅額盈餘，反問香港是否也有「結構性
盈餘」，這種情況下，如提出銷售稅將難服
眾，促請曾俊華正視財政狀況。民協立法會
議員馮檢基聲稱，特區政府應妥善處理15年
免費教育、醫療輪候時間長等問題，做好長
遠計劃。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則聲稱，
特區政府有25個款項繞過立法會監察，直接
納入預算案，是所謂「行政霸道」。

民記二子痛批「港獨」為禍

■陳鑑林（左圖）、黃定光（右圖）。 劉國權 攝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出席立法會辯論財政預算
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王國興展示道具王國興展示道具，，斥斥
反對派拉布嘥公帑反對派拉布嘥公帑，，要要
求主席求主席「「剪布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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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編更應對拉布。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