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立法會反對
派議員拉布令多項惠
民措施無法落實。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昨日表示，立法會
拉布令財政預算案相
關撥款條例至今未獲
通過，令恆常社會福
利開支受到影響，綜
援金額今年根據通脹
得作的調整也受到阻
礙，而預算案中建議
調高社會福利援助金
及綜援金額，及預算案中福利津貼「出三糧」仍未能
成事。

影響社署現金流 阻調高綜援金
財政預算案相關撥款條例因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拉布而

遲遲未獲通過。張建宗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指出，他十
分擔心撥款未獲立法會通過。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每天
派出、涉及110萬名受助人的社會保障現金援助平均需
要現金1.1億元，一個月需要近30多億元，而由幼兒照
顧到安老和殘疾人士服務等，每月的開支需要16億元至
17億元之間，即現金流是十分重要的。
他續說，當局跟隨一貫做法，於今年2月1日開始

上調所有社會福利金和綜援基本金額4.7%，以追補通
脹，這筆錢對基層受惠人士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但由
於預算案相關撥款條例尚未獲立法會批准，當局仍未
可以調整有關金額，即使獲批當局仍需要1個月重新
調校電腦系統才可發放。
張建宗指出，預算案中特區政府承諾多派兩個月的

福利津貼，也需要有關撥款條例獲得立法會通過，才
能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方可落實。因此，他呼
籲立法會議員以大局為重，早日通過財政預算案的撥
款法案，估計財政預算案相關撥款條例倘能於6月初
通過，7月中可調整電腦系統，追加社會福利援助金
及綜援金，使110萬人受惠。

A18 政情與評論

昨日，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中環碼頭擺設街
站，向非華語本地居民派英文單張，宣傳「反對
袋住先」，並用不同語言的橫額，鼓吹「向假普
選說不」。反對派有沒有問非華語本地居民及遊
客，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都一樣？敢不敢向非華
語本地居民解釋，否決政改方案，意味着剝奪香
港500多萬合資格選民當中持有外國國籍人士的特
首普選權？否則的話，反對派請不要再誤導公
眾，不要剝奪外籍港人的普選權。

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普選並無真假，最重
要是合憲合法、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目前對於香港
來說，通過政改方案，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
這就是貨眞價實的真普選。反對派用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巴基斯坦文等10種語言的橫
額宣揚「向假普選說不」。反對派有沒有比較一
下，這10國的選舉制度是否都一樣，是否都是符合
「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
弘毅亦指出，民主最重要是有投票權。如果認為目

前的政改方案不夠完美而「反對袋住先」，連唾手
可得的投票權也不要，政制發展的第一步都邁不
出。反對派一向自我標榜為「民主派」，在香港特
首普選的關鍵時刻卻要扮演普選的攔路石，受得起
「民主」兩個字嗎？
反對派現在不斷強調否決政改的理由，是因為

政改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以為憑此博取非
華語本地居民的支持。曾經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
會秘書長的特首梁振英曾指出，基本法就普選的
規定並無簡單套用「國際標準」。事實上，香港
選舉的重要安排確實不符合「國際標準」，例如
香港永久居民中的外國人，有投票權，這是不符

合國際標準的，因國際間其他社會大都將選舉權
只賦予擁有本國國籍的當地人民。日本至今不給
予非日籍居民投票權，自民黨甚至認為，給予非
日籍居民廣泛的地方投票權過於慷慨，侵犯了日
本人民的主權且違憲；韓國直至2007年才允許合
資格的旅韓外籍人士擁有地方（省市首長）選舉
權，僑居韓國的華僑花了逾百年時間，才獲得選
舉權。日韓是行「真普選」的民主國家，本港反
對派應該沒有異議。通過政改，香港回歸20年，
連香港永久居民中的外國人也可擁有投票權，與
日韓相比，香港的民主政制不知行前了多少步，
反對派憑什麼說香港特首普選是「假普選」。

反對派要剝奪外籍港人普選權 楊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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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的何俊仁和「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口徑一
致地大咒民主黨的溫和派要求考慮普選方案是失信，
等同投降，所以他們是投降派。何俊仁甚至說，現在
「泛民」立法會議員手握着否決權，這是「泛民」手
裡拿着的最犀利的武器，如果贊成了普選，就等於交
出武器投降了。黃之鋒的理據更加荒謬絕倫，「為何
這群政治人物還可以罔顧不惜頭破血流也要政府撤回
人大決定的雨傘人，在「雨傘運動」也未能撼動政權
的前提下，幻想單憑自己與建制保持友好關係（實情
是反過來被人利用），便能促成談判或政治交易，便
能輕易地達至所謂的普選」。

「民主派」實際上是獨裁派
黃之鋒、何俊仁的邏輯是建基於反對派違憲違法的

決定。他們以「公民提名」作為「6‧22公投」的主要
依據，為「雨傘革命」製造借口。而「雨傘革命」就
是要推翻基本法四十五條，威脅中央要接受他們違法
違憲的「公民提名」。現在民主黨的溫和派主張接受

普選，就等於對「6‧22公投」失信，對「雨傘革命」
失信，所以就是投降派。

無法無天，不要《基本法》，不要「一國兩制」，
讓香港抗拒中央政府，走向分裂才是革命派。這正是
反對派一定要綑綁民主黨、硬要民主黨拒絕普選的理
由。但是「公民提名」，是陰謀詭計的產物，毫不民
主，毫不尊重法治，一開始就受到民主派內部許多人
的反對。「6‧22公投」 完全淘汰不含「公民提名」的
方案，包括民主黨在內的溫和派早就對這種篩選和獨
裁的手法，提出不滿，所以根本不存在失信問題，更
不存在投降的問題。黃之鋒、何俊仁一句「投降
派」，就想封住民主黨羅致光、黃成智、狄志遠、徐
漢光的嘴巴，不准「泛民」內部討論政改方案，更不
准接受普選。這說明所謂「民主派」實際上是獨裁
派，絕對不允許「民主派」內部有追求普選的聲音和
意見，更不允許有接受普選的訴求。

黃之鋒、何俊仁等少數人採用陰謀詭計定下「公民
提名」方案，又要求多數人跟着他們走，完全違反民

主原則，是綁架的手段。你被綁架了，就要乖乖地聽
候安排，不得亂說亂動；你若不聽話，就是投降派。
在黃之鋒、何俊仁等反對派的觀念裡，根本就沒有獨
立思考、自由討論這回事，更不需要尊重民意。「朕
即真理」，所有支持普選的民意，都可以完全排擠
掉，不能作為他們在立法會考慮表決的依據。對此，
廣大香港市民是清楚的，在港英管治的時候，香港從
來就沒有普選港督。英國人隨便派一個人來香港當港
督，香港人就要俯首聽命。按照英皇制誥，全港都要
服從港督。

否決政改違反民主常識
香港回歸後，基本法給予香港人普選，人大決定

更制定了清晰的普選框架，香港即將落實前所未有
的行政長官普選。普選來了，黃之鋒、何俊仁卻對
反對派說，我們不要，你們也不能要，如果你們要
普選，就是投降派。這是什麼邏輯？回歸之後，一
直是「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行政長官。現在中央
政府不用港人付出任何代價，就可以有普選，五百
萬合資格選民可以自己「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
官。香港人根本沒有損失什麼，卻得到了選擇行政
長官的權利。這是民主的飛躍，反對派卻說，沒有
「公民提名」，就是「假普選」，不能要。全世界
的普選都是「一人一票」，香港的選舉是貨真價實

的「一人一票」，誰也不能干預五百萬選民的選擇
意向，有普選為什麼不能要？為什麼要剝奪五百萬
人的投票權利，倒退回到一千二百人的選舉？反對
派的論點完全違反民主常識。

國際上根本就沒有相同的提名候選人制度，多數國
家都不實行「公民提名」選舉政府首腦，難道這些國
家都不是真普選？美國的總統選舉，民主共和兩黨進
行長達十個月的初選，進行兩輪的篩選，才產生黨推
薦的候選人，然後美國選民才在兩黨候選人中二選其
一。美國沒有「公民提名」，反對派敢說是「假普
選」？

害怕普選特首認受性高
反對派的「假普選」根本就是一個詭計，無論香港

實行怎樣的選舉，他們都要破壞，都要否決。因為，
如果香港「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這個行政長官
的認受性和權威就很高，他會集中精力，提高香港競
爭力，全力支持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特別是金融管
理的現代化，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現代化。中國高速
發展，不用5年人民幣就可望成為國際上可兌換的儲備
貨幣，中國的經濟規模可望成為世界第一位。現在，
黃之鋒、何俊仁大罵民主黨的溫和派是投降派，為的
就是不讓香港普選，以利反對派繼續以「爭取普選」
為幌子搞亂香港，搞亂中國。

高天問

黃之鋒、何俊仁一句「投降派」，就想封住民主黨羅致光、黃成智、狄志遠、徐漢光的嘴
巴，不准反對派內部討論政改方案，更不准接受普選。這說明所謂「民主派」實際上是獨裁
派，絕對不允許「民主派」內部有追求普選的聲音和意見，更不允許有接受普選的訴求。攻
擊溫和派是投降派，更為了不讓香港普選，以利反對派繼續以「爭取普選」為名搞亂香港，
搞亂中國。

攻擊溫和派是投降派 激進派圖扼殺普選以「反中亂港」

高鐵香港段工程連番
超支，最新造價估計將
升至900億元，較原來

預算超支達四成，令全城譁然！高鐵造價猶如無底
深潭，然而工程進度經已達到68%，不能隨便叫
停。

餘下工程和申索應交港鐵負責
高鐵香港段是香港首個以服務經營模式興建的
鐵路項目，即是由政府支付鐵路的建造費用，港
鐵以代理人身份負責鐵路營運，最終鐵路的擁有
權歸政府所有。此做法與過去港鐵透過政府津
貼，然後由公司斥資包底的做法大為不同，就以
索償為例，高鐵承建商提出索償，代理人港鐵便

僅發揮代理人角色，只能將索償轉交政府，由於
身份上的區別，港鐵對於承建商的索償處理自不
然會寬鬆得多。
興建高鐵的錢來自公帑，市民當然不願看到政府

繼續泥足深陷，因此政府應按目前工程的複雜和困
難度，合理地定出終極的封頂價，並將餘下的工程
和申索交由港鐵負責，而該封頂價亦應作為代理人
和承建商的索償指引。

高鐵優勢建基於執行「一地兩檢」
高鐵的重要性，在於與內地高鐵連接，可鞏固

香港作為華南地區交通樞紐地位，使香港成為國
家高速鐵路網絡的南大門，不但縮短港人往返內
地時間，對本港的社會經濟和發展方面都具有重

大戰略意義。可是，這些優勢亦必須同時建基於
高鐵在香港境內執行「一地兩檢」通關手續，如
果連這基本優勢都灰飛煙滅，高鐵很可能只淪為
另一項車速較快的直通車而已，對於加強兩地合
作和發展的作用也變得非常有限，大大偏離了興
建高鐵的原來意義。
這一條長26公里，標誌着與內地無縫接軌的高

鐵香港段，由宣布上馬、撥款、收地、建造，以致
造價等，都是戲劇性地一波多折，風潮迭起，我們
衷心地期望政府和港鐵公司，徹底地跟進早前專家
的調查報告，改善內部匯報制度，認真追回工程進
度等建議，抓緊時間，全力以赴，令高鐵香港段可
如期通車，不負市民期望。

題目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高鐵工程不容拖盡快定出封頂價

城大學生會幹事會
派飲品圖收買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心澄）城市大學學生會幹事會早前被

指打壓「退聯公投」，惹起一眾學生不滿，更連帶引發同學發
起罷免幹事會的「公投」聯署。曾於上月遲遲未有加簽「退聯
公投」議案的幹事會會長朱國智，近日再次率領幹事會「出
招」，頻頻在校內派發免費飲品，有同學質疑此舉是以小恩小
惠收買人心，試圖保住學生會地位，並淡化同學對動議罷免幹
事會的關注。

高調「保聯」失敗 隨時遭罷免
罷免城大學生會幹事會關注組昨日在其facebook上載「號
外」，踢爆「高調『保聯』失敗的城大學生會幹事會近日頻頻
於校內派發免費飲品，企圖利用『蛇齋餅糉』籠絡人心」，又
指不少學生也對幹事會「收受校方公帑到日本交流」一事感不
滿，但幹事會一直未有回應。
號外又指，以朱國智為首的幹事會，已非首次藉派發免費飲

品收買人心，早前「退聯公投」議案不獲朱國智加簽期間，幹
事會已曾派發免費果汁茶，朱國智亦在其社交平台加以宣傳。
號外引述城大同學報料指，幹事會再分別於本月8日、14日

派發免費健康能量飲料、果味茶，相信是「幹事會亦自知不得
人心，對完成任期不感樂觀」，故出招籠絡同學，希望保住幹
事會，不用被罷免。

興建破壞都在捱
引金曲籲勿拉布財

爺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表示，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
民日前在立法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期間，

聲稱政府官員的責任是解決問題，立法會議員的責
任是破壞，「毓民辯才了得，總會有一番自圓其說
的論述，我還有點自知之明，當然不敢與他『鬥
嘴』。」不過，黃毓民這番說話令他想起上世紀80
年代初電視劇《飛越十八層》的主題曲歌詞，「努
力興建、盡情破壞、彼此也在捱。」

睹政府同事「努力興建」
他笑言，自己無意運用「語言霸權」，「二元對立」
地要把特區政府和議員比喻為歌詞所指的凡人和魔鬼，
「事實上，在電視劇裡，（飾演凡人的）苗僑偉和（飾
演魔鬼的）馮淬帆兩個角色也不是一個完全正派、另
一個完全反派。」不過，他的確看到很多政府同事，
每天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興建」。
曾俊華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立法工作為例，指該
局正在同時推動10多項條例草案，包括成立獨立保險
業監管局和設立保險中介人法定發牌制度；強制強積
金受託人提供有收費管制的「核心基金」作預設安排，

改善「收費高、選擇難」的問題；修訂《存款保障計
劃條例》，當遇有銀行危機而觸發計劃時，加快發放
補償等，都希望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得到通過。
同時，當局也努力爭取立法會盡早通過《撥款條例

草案》，為所有公共服務提供財政資源。他在今年的
《財政預算案》提出增加子女免稅額，以及寬減薪俸
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有關的條例草案仍然有
待法案委員會審議。這些只是一個政策局涉及主體法
例的立法工作，還未包括附屬法例、其他政策研究、
諮詢等工作，更未包括其他政策局和部門的工作。

「拉上補下」應付6月開支
曾俊華強調，受到拉布影響，《撥款條例草案》
未能在5月中通過，影響6月初的開支，他已經決定
暫緩向醫管局、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和教資會資
助的高等教育院校發放6月份的資助金，要求他們先
動用本身的儲備，應付六月的開支，騰出來的54億
元現金可以協助維持其他公共服務的運作。當局也
透過「拉上補下」的方式調撥資源，令4個部門有足
夠資源應付6月初的必要開支。

不過，有議員表明會在財委會拉布，他批評此舉
會拖延大量撥款申請，嚴重影響民生。他希望相關
議員善用時間，有效率地審議政府提交的議案，不
要拉布，否則只會「彼此也在捱」。
醫管局昨日回應指，該局可調動流動現金以應付

日常開支，包括薪酬、公共服務繳費及採購合約付
款等，以確保市民的服務不受影響，但如撥款出現
較大阻延，醫管局於調撥現金及財務安排上，將面
對一定困難。
同樣受到政府暫緩6月資助金影響的還包括立法

會。立法會秘書處昨日指，特區政府向行管會撥
款，涉及秘書處經常開支、議員酬金和相關工作開
支，行管會有儲備應對。至於能否動用儲備支付議
員酬金等開支，需要交由行管會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發起「不合作運動」，阻延特區政府各項改善民
生、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措施的相關撥款通過。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以《努力興建》
為題發表網誌，透露立法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已經超過70小時，受到拉布影響，
未能在5月中通過，影響6月初的開支。當局已經決定暫緩向醫管局、立法會行政管理
委員會和教資會資助的高等教育院校發放6月份的資助金，要求他們先動用本身的儲
備，應付6月的開支。而騰出來的54億元現金將協助維持其他公共服務的運作。他再次
呼籲議員要善用時間，不要拉布。

■曾俊華指《撥款條例草案》受到拉布影響，未能
通過，影響醫管局立法會和教資會相關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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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表示，立法會拉布
致財政預算案相關撥款條例
未獲通過，令恆常社會福利
開支受到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