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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四丑」玩「報復」終搞出「流會」
財委會「剪布」後連日狂點人數 曾鈺成批損公眾利益議員尊嚴

激進反對派「四丑」因在財委會提出「垃
圾議案」受挫，轉移到立法會大會瘋狂要求
點算法定人數，昨日更導致流會。事實上，
激進派自詡「為民請命」，近年拉布卻走火
入魔，單計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已提出約4,000
項垃圾修訂，嚴重影響利民政策落實，更導
致議案審議長期「大塞車」，長遠拖垮香港
基建及經濟發展，港人的福祉慘變拉布祭
品。

立法會「四丑」梁國雄、陳偉業、陳志全
及黃毓民，近年在議事堂拉布無日無之。粗
略估算，激進反對派數年間，先後以拉布力
阻高鐵工程撥款、2012 年的《立法會（修
訂）條例草案》，以及2012年的長者生活津
貼。同時，自2013年起，每年的《撥款條例
草案》審議例必因拉布陷入拉鋸局面。開設
創新及科技局的審議，在反對派不同黨派狼
狽為奸下，一拉再拉，3年多新局仍未能上

馬。

「不合作運動」癱瘓議會
據立法會秘書處統計，單計去年2月至12

月，立法會大會響鐘多達459次，累計虛耗
近70個小時的會議時間，其中有7次更導致
流會，令議案積壓。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曾狠
批拉布者勞民傷財，更估算每日拉布耗費255
萬元公帑，惟反對派漠視市民福祉，在去年
違法「佔領」後，更聯手發起所謂「不合作
運動」，議會幾乎陷於癱瘓。

以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為例，反對派議員
提出了3,904項修訂，雖然最終被立法會主席
判定部分修訂無效，但冗長的拉布，仍然影
響了綜援、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
貼「出三糧」的落實。拉布「謀財」，更加
「害命」，醫管局過往多年為應付拉布，被
迫動用儲備應付自身的日常開支，公共醫療

服務隨時備受牽連。

撥款受阻 打爛工人飯碗
更令人憤怒的是，拉布「謀殺」了惠及香

港下一代長遠發展的各項舉措。去年，立法
會受拉布所累，僅批出約 36 億元新工程撥
款，比前年約900億元尚不到二十分之一。
在基建工程方面，上年度立法會僅批出79億
元撥款，比沙士時期更慘淡。「四丑」領薪
「做騷」，難為承建商因工程一再延誤被迫
裁員，建築工人飯碗不保。

「四丑」等反對派開口埋口「為民請
命」，但回顧拉布議案不少關乎經濟民生，
不同機構的民調均顯示，拉布已成為「票房
毒藥」，高達八成以上民意反對拉布。總言
之，拉布濫用民主制度，浪費公帑，妨礙施
政，可謂證據確鑿，廣大市民為免再為反對
派的拉布鬧劇埋單，必須積極
發聲制止，用選票把搞事分子
趕出議事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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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爆肚」稱「喜出望外」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上午在立法
會就討論修訂《防止賄賂條例》議案總
結發言時，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
要求點算人數，令會議最終因法定人數
不足而流會。林鄭月娥同日下午到海洋
公園出席活動致辭時，開玩笑地「爆
肚」稱，個人對是次流會「喜出望
外」。她隨即補充道，特區政府的立場
對立法會流會是失望的。

林鄭月娥昨日致辭時爆肚稱，立法會
昨日的動議辯論，即使議員不拉布，也
預計需時 5 小時至 6 小時，自己早已預

計不能趕及參與海洋公園是日的活動，
更已委派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代為出席，但最終因為流會可以到
場。

她笑說，「一般來說，立法會因法定
人數不足流會我會失望，不過今次喜出
望外，因可來我心愛的海洋公園，出席
這個重要日子。」但她隨即補充指，這
只是她的個人立場，並強
調特區政府的立場對立法
會流會是失望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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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前日大會，由於「四丑」不
斷要求點算人數，令多項動議辯論

未能完成，於昨日上午繼續，並討論由
民主黨議員黃碧雲提出、將特首納入
《防止賄賂條例》的議案（相關新聞刊
A14版）。動議首先由黃碧雲發言，緊
接提出修訂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民建
聯議員譚耀宗、工黨議員何秀蘭相繼發
言，最後由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總
結發言。其間，「拉布四丑」已3次要求
點算人數。

周三開會以來18次響鐘
林鄭月娥的開場白還沒說完，「四
丑」之一的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
稱，「現場無人聽司長講嘢」，再要求
點算出席人數，是昨日上午個多小時內
的第四次響鐘，也是立法會全體會議周
三開始以來第十八次。曾鈺成此時並不
在會議廳，會議由內務委員會主席梁君
彥負責主持。

反對派議員竟逾半缺席
當鐘聲響到最後幾秒，九龍東議員謝偉
俊由升降機步出，慢步進入會議廳，趕及
出席。但在15分鐘的法定響鐘時間過後，
連同謝偉俊在內，會議廳當時只有34人，
尚欠1名議員才夠法定人數，梁君彥宣佈
「流會」，須下周三再續。經點算，在建
制派議員中有21人缺席，27名反對派議
員中則有14人缺席（見表）。
曾鈺成於會後向傳媒承認，自己在響

鐘期間未能及時返回會議廳，讓梁君彥
列為出席議員，需要直接為「流會」負
責。不過，他強調，如果純粹將這次
「流會」的責任，放在不在會議廳的議
員身上，「不是一個很公道的做法。因
為這一次沒有在會議廳的議員，不一定
是（留）在會議廳時間最少的議員。」

開會11小時響鐘4小時
曾鈺成解釋，前日和昨日的會議共11
小時中，有4小時是在響傳召鐘等待議

員，是浪費了。「這不單影響了會議的
進度，而且這些時間亦是議員應該履行
他們的職責的寶貴時間。」
他續說，有人稱應該要求所有議員在

任何時候都要坐在會議廳內，但熟悉立
法會運作者都知道，許多議員都在大會
進行時履行其他職責，如跟官員、選民
會面，或有重要事情要處理而需要離開
會議廳，「只要他所負責的環節，例如
輪到他發言，或者要提問，要動議，或
者要表決時，他準時返回會議廳，他就
是履行了職責。這都是歷來香港立法機
關的議會文化。」
曾鈺成批評，議員「有特殊原因」，
經常利用會議的法定人數要求點算人
數，令這項議會過往的習慣受到很大的
挑戰。「我們在第五屆，即現屆立法
會，已經由於法定人數不足而多次『流
會』。即使不是『流會』，大家都知
道，經常響（起傳召）鐘，等議員回
來，的確是浪費時間的，所以這個情
況，是非常不理想的。」
他坦言，自己曾經不止一次建議立法

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可否避免這個一
直造成這麼大困擾的問題，「但是很可
惜，到目前為止，我們仍未研究到一個
辦法，一個大家都接受的方法，又符合
《議事規則》和基本法（的方法），可
以解決這個問題。」

阿曾促反思「報復」行為
曾鈺成批評，有議員因為對財委會主

席處理手法不滿，用點算人數的方式來
「報復的做法」，「我希望他們明白，
所謂『報復』，受到『報復』而損失是
什麼呢？是整個議會的工作時間，是整
個議會在市民心中得到的尊重，也是社
會和市民的利益受到損害。所以，如果
議員認為這是一種『報復』行為的話，
我希望他們再想清楚，他們所打擊得到
的，不是什麼，而是議會本身，是議會
要服務的市民。我希望他們再重新考慮
他們的做法。」

立會淪「發洩會」健波「好勞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拉
布四丑」直接導致昨日會議流會，財委會主
席陳健波昨日「勞氣」地批評，立法會已變
得「會不成會」，淪為某些議員「個人發
洩」的場所，又認為與其如此，不如解散立
法會，將資源撥作福利用途更好。各建制派
議員也批評，「四丑」浪費市民血汗錢，阻
撓議會運作更會令香港發展停滯不前，影響
香港市民以至整體社會的發展，又批評其他
反對派議員未盡量出席會議，又不譴責「四
丑」，是在助紂為虐。
「拉布四丑」之一、社民連主席梁國雄

「長毛」昨日在「流會」後聲稱，自己在議
會內沒有私怨，但陳健波處理修正案的做
法，「推翻」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及兩名前
財委會主席的裁決，點人數並非報復，而是
「自衛」，又稱會繼續抗爭。
另一「丑」、「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

則稱，陳健波退回議員就創科局提出的修
正案是荒謬絕倫的。他們提出不斷點人
數，是希望以鐘聲表達他們不接受議員權
力被粗暴剝奪的「憤怒」，承認自己和另
一「人力」議員陳志全，在鐘聲響起時都

在立法會大樓內的辦公室，但即使知道會
「流會」也不會到會議廳，以給予建制派
議員「壓力」。

陳：不滿亦不應殃及池魚
陳健波在會見傳媒時，對自己未能趕及

返回會議廳向公眾致歉。他表示，自己一
向都記錄良好，甚少缺席，今次是因為正
在出席業界的會議所致，又強調「一人做
事一人當」，倘有議員對他不滿可直接向
他提出，甚至是透過司法覆核的途徑解決
爭議，而不應殃及池魚，刻意令立法會會
議「流會」。
他批評，在過去兩天的立法會會議中，拉

布議員不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足足浪費了4
個多小時，令議會無法正常運作，「會不成
會」。這些舉措純粹是反對派議員的發洩行
為，又勞氣地說：「為何我們要浪費這麼多
錢，去弄個立法會給他們（「拉布四丑」）
發洩？不如解散立法會，把錢留給做一些福
利更好！長毛鍾意打（響）鐘，就返屋企打
（敲）鐘啦！」

遺憾其他反對派視若無睹
陳健波又批評「拉布四丑」手法不文明，

立法會應該修改議事規則，堵塞制度的漏
洞，避免議員經常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作為
另類拉布的子彈。他又就其他反對派議員對
「四丑」的拉布視若無睹感到極度遺憾，
「咁樣玩法，一個人玩死60多人，其他人竟
然可以視若無睹！咁同睇見人打劫唔去報警
有咩分別？」
民建聯議員葉國謙承認，民建聯有4名議

員缺席，需要為「流會」負責，但批評「拉
布四丑」自己一進入會議廳就要求點人數，

「點完（人數）之後走咗去，道德去咗邊度
呢？」他相信市民會判斷對錯，並透過選票
表達意見。

梁美芬：盼不要再拉下去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認為，立法會復會後

不久就發生「流會」事件，會令公眾對立
法會印象轉差，沒有出席會議的議員，無
論建制派或反對派，都要為「流會」負
責。不過，目前拉布情況嚴重，最後終於
「出事」，建制派及反對派都需要反省，
並建議雙方各自派出一半代表緊守在會議
廳內，又希望拉布這套「七傷拳」不要再
打下去。

何俊賢：不譴責助紂為虐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表示，議員出席

會議是應該的，可惜有部分議員濫用議事規
則，破壞議會的良好傳統和君子協定。他批
評，拉布以至導致「流會」等的行為，不但
浪費市民的血汗錢，更令香港發展停滯不
前，影響競爭力，長遠會令香港人才外流，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他批評，「長毛」聲稱「建制派議員應該
坐定定開會」，是有意將「流會」責任推到
建制派議員頭上，明顯是一種挑釁行為，又
質疑其他反對派議員未有盡量出席會議，又
不譴責拉布議員，是變相助紂為虐。
自由黨中缺席會議的唯一一名議員鍾國

斌，指自己當時正代表僱主聯會出席一個活
動，並對出席會議感到抱歉。不過，他強
調，議員已經盡量配合出席會議，但有議員
不斷點人數，令會議無限拖延，其他議員也
無法掌握會議時間，希望拉布或「不合作運
動」適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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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
派在議會肆意拉布，阻礙議會運作。香港
社會各界人士昨日批評，這批不務正業的
反對派議員，只懂拉布、不懂建設，過去3
年已白白浪費了不少時間和資源。要阻止
情況惡化，必須從政治層面着手，特別選
民應通過手中的選票，在選舉中清除議會
內的瘀血，又呼籲市民齊心合力，通過合
法、合理的渠道，趕走這些破壞分子。

王敏剛：搞破壞無建樹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昨日在接受本

報訪問時指出，這些激進反對派議員在過
去3年毫無建樹，只懂搞破壞，令立法會
的形象、議員的尊嚴受到嚴重的破壞，簡

直是「千古罪人」。他已經對這些人「不存
任何期望」，只希望透過選票，將這些「千
古罪人」換走，實現真正的民主制度。

陳勇：開會是議員職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陳勇批評，激進反對派以無賴的手段，
已破壞了立法會的正常運作，令人憤怒。
身為立法會議員其中一項職責，就是要出
席會議，但這些激進反對派議員只懂拉
布，毫無建樹，「試問選民為何還要繼續
容忍下去呢？」
陳勇更說：「情況就如一名員工，上班
只懂搞事，沒有生產的話，僱主第一時間
便會將該名員工開除。身為選民同樣可以

透過選票，『開除』這些不稱職的議
員。」

施榮懷：阻礙社會進步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前會長、勞工顧問

委員會商界代表的施榮懷表示，眾所周
知，未來香港的經濟發展必須要有新思
維，才能令香港產業再創高鋒，而創新及
科技局的成立，將有助香港推動高產值的
業務，從而製造更多就業、創業機會。但
過去一段時間，激進反對派議員以拉布手
段阻礙有關的審議工作，市民大眾都看在
眼裡。既然這些「議員」只懂阻礙社會進
步，選民就應該透過手中的選票將他們踢
走。

「四丑」拉布成「瘋」禍港

■黃毓民等日前被陳健波「剪布」，衝前向
對方恐嚇。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果斷

「剪布」，力阻「拉布四丑」圖以逾千項「垃圾修訂」拖死創新及科

技局的計劃，令「拉布四丑」惱羞成怒，更將怒氣發洩到全體立法會

議員頭上。「四丑」由前日立法會大會開始不斷點算出席人數，終在

昨日中午因在席人數不足導致「流會」收場，是立法會今年10月復

會後首次「流會」。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批評，有議員在過去兩天以

「非常手法」報復財委會的安排，損害了社會和市民的利益，更損害

了立法會議員的尊嚴，及市民對議員的尊重。

■部分建制
派議員及IT
業界團體，
早前在立法
會外請願，
要求踢走拉
布議員。
資料圖片

昨缺席會議議員名單
民主黨 何俊仁、涂謹申、胡志偉
公民黨 郭家麒、毛孟靜、陳家洛
工黨 張國柱
民協 馮檢基
「人民力量」 陳偉業、陳志全
「新同盟」 范國威
其他黨派 葉建源、李國麟、黃毓民
民建聯 曾鈺成、李慧琼、陳克勤、鍾樹根、蔣麗芸
工聯會 陳婉嫻、黃國健、
自由黨 張宇人、方剛、田北俊、易志明
新民黨 田北辰
經民聯 石禮謙、劉皇發（已告假）、林健鋒
「六散人」 馬逢國、陳健波、廖長江、謝偉銓
其他黨派 林大輝、梁家騮

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