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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香港特區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率團到深圳參觀考察，並拜會深圳
市委書記馬興瑞及深圳市長許勤一行。馬興瑞表示，深
港合作需要一個更緊密合作的平台，推動兩地在更高層
次方面的合作。曾俊華表示，前海目前已有過千間港資
企業進駐，深港兩地可以利用前海的平台，進一步加強
在高端服務方面的合作，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考察前，曾俊華先與前海管理局的高層官員舉行工作
午宴，了解前海發展方向和相關政策。其後，他和本港
商界人士一起前往前海蛇口自貿區進行調研，參觀前海
展示廳以加深認識前海規劃，並視察前海e站通服務中
心「一口受理、多證聯辦」服務，和前海深港夢工場等
設施，並和當地的港資企業及香港青年企業家交流，了
解他們在前海的發展。
曾俊華還前往騰邦保稅店、匯豐銀行、華商林李黎律

所等港企與相關負責人進行了交流溝通。

馬興瑞：合作大事已納正常軌道
曾俊華其後前往福田拜會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馬興
瑞在會面中表示，在深圳工作近8個月來，自己去了兩
次香港，與香港特首梁振英會面4次，深港雙方高層會
晤機制非常好。此前，特首梁振英訪深時曾提出深港合
作需要有個平台，如前海、蛇口、落馬洲、河套等地。
對此，馬興瑞表示，深港正在合作的幾件大事，如科技
教育合作，廣深港客運專線香港段如何加快，第三條跑
道如何協調等，所有這些已納入正常軌道，需要有個推
進過程。
曾俊華表示，此前深港雙方曾就兩地關注的問題進行

深入討論，希望可以在平台上深入交流討論，探討雙贏
方法，以推進雙方合作。

深港「兩兄弟」前海合作好例子
在會後接受媒體訪問時，曾俊華用「兩兄弟」來形容
深港兩地的關係，「我們很重視這方面的關係，在前海
已經看到兩地合作的很好的例子，希望加強這方面的交
流，推廣這方面的合作。」
被問及備受關注的「深港通」推行時間，曾俊華表

示，香港方面與深交所已做好技術層面的準備，等候
中央做出政策上的決定，即可做最後的部分準備。但
此前港交所提出需要3個月的準備，估計今年內推行
比較難。
被問及「滬港通」實行一年來市場反應平平，曾俊華
認為，開通「滬港通」最重要的是交易上的有序，而市
場方面是由市場方面做出決定。儘管過去一年市場相對
波動，但曾俊華認為「滬港通」實行一年來的交易量是
可接受的。
談及內地重啟 IPO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曾俊華認

為，未來一段時間經濟波動性都會很高，「現在世

界上好多不同的經濟情況都是相當波動，如美國準
備加息，歐洲日本都可能量寬，都可能導致經濟有
波動。」

財爺深圳考察 倡高端服務合作

擾攘3年 創科局撥款終通過
特首：提升港競爭力 本月20日成立 楊偉雄或任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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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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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的財委會上，激進派「四丑」等反對派議員表面
對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剪布」決定諸多質疑，甚至侮辱
對方有「政治任務」，作出「非法表決」云，但實質上
也有心為「拉布鬧劇」上演「大結局」。
立法會財委會昨日繼續審議兩項關於成立創新及科技

局的撥款申請，由於多名反對派議員早前根據《財務委
員會會議程序》第三十七條A段提出逾千項議案，企圖
再次拉布阻撓創科局上馬，陳健波大剪一揮，最終只有
75項議案獲准處理。
昨日的會議首先表決由反對派提出、尚未表決的74

項動議，其間在建制派支持下，財委會通過將每項議案
的表決時間縮短至一分鐘，力爭提高審議效率。惟「人
民力量」的陳偉業無事生非，再次質疑陳健波把其提出
的100項議案縮減至6項的決定。
陳健波強調，身為主席要按照公平、有秩序及有效

率的三大原則控制會議，過去會議亦有相關合併表
決，故不會改變決定；又強調自己彈性作出決定並非
「搬龍門」。

涂謹申郭家麒「出口」圖助拉布
不過，反對派群起糾纏，圖變相拉布。民主黨議員涂

謹申聲稱，陳健波裁決影響深遠，有否先諮詢法律顧問
意見，又稱：「（表決上千條修訂）每個一分鐘，要幾
耐呀！」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則稱，主席講效率
只因特區政府急於通過議案。公民黨議員郭家麒更出言
不遜，侮辱陳健波有「政治任務」。
陳健波嚴正批評反對派無證無據，不能對他出言侮辱，

並強調他按議案的內容而非數目進行裁決，盡量做到仁至
義盡，更反駁涂謹申「每個一分鐘，要幾耐呀」之言，
「最多表決到聖誕，不太耐，但我覺得不能接受！」
幾經擾攘，財委會最終完成處理75項與此項撥款有

關的議案，全部都被否決。其間，激進派「四丑」再即

時提交逾百項臨時動議。陳健波在放寬接受部分議案
後，表明議員相關行為只為阻礙表決，決定停止再處理
與撥款申請有關的臨時動議。梁國雄衝向主席桌，保安
正預備有所動作，陳健波即冷靜地說：「我相信他不會
打我。」他強調梁國雄有不滿，可提司法覆核，對方只
有「死死氣」地返回座位。

黃毓民衝向主席台爆粗搗亂
最後，關於開設創科局職位的撥款申請在晚上7時許

率先過關，至約8時，在表決成立創科局的撥款申請
前，「四丑」之一的黃毓民一度衝向主席台辱罵陳健
波，爬上桌子甚至高呼「X你個街」，更高呼今次是
「非法表決」。梁國雄及陳偉業亦衝到台前生事，大批
保安立即上前維持秩序。最後，公民黨等投票反對，但
在建制派及部分反對派議員支持下，撥款申請最終在反
對派主導的鬧劇中順利通過。
陳健波在昨日會議後總結，自己昨日共收到226項
臨時動議，處理了其中22項，連同上次會議，財委會
已處理了97項由議員提出的議案。要在短時間內處理
議員無預告下提出的大量議案，令他感到壓力，而身
為主席要平衡會議及讓議員有充分時間表達意見也十
分艱難，但他讓步是有必要的，否則爭議
會繼續，故以最大的善意及誠意去處理，
還笑指會後最希望回家睡覺。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自明

拉布窮途末路 搞事者尋下台階

梁振英在2012年競選特首期間提出成立「資訊
及科技局」，但3年來，儘管立法會全體會議

通過了設局的決議案，但有關設局的撥款申請兩次
在立法會財委會被反對派拉布「拉死」。今年4
月，當局再次提交成立創科局的決議案，惟反對派
繼續拉布，在上月復會後更在財委會提出逾千項議
案阻撓審議工作，終被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果斷剪
布，並順利於昨日的財委會上進行表決。

職位撥款申請通過涉7職位
財委會昨日經過兩節會議的討論，終趕及於主席
有權延長會議15分鐘的時限內，以29票贊成、9票
反對及1票棄權，通過就成立創科局的撥款申請。
撥款涉及在政府賬目開立創科局新開支總目及經常
開支分目，今個財政年度向創科局撥款最多1,519萬
元，並就新開支總目設定編制上限為1,414萬元。
財委會同時以26票贊成、8票反對及1票棄權，

通過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其中一項涉及開設創科局職
位的撥款申請，涉及3個非公務員職位及4個公務員
常額職位，每年開支最少3,600萬元。
根據立法會今年6月通過的決議案，創新及科技
局會在財委會核准有關撥款建議後的第14日正式成
立。出席會議的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表示，很高興撥款獲得通過，並確定創科局會在本
月20日成立並開始工作。
坊間預期行會成員兼創新及科技顧問、理工大學
前副校長楊偉雄，很大機會出任創科局局長。蘇錦
樑被問到局長等人事任命問題時，表示有關人選要
先由特區行政長官提名，再經國務院任命，希望大
家耐心等候。

蘇錦樑：拉布無助本港經濟
蘇錦樑又指，據統計，立法會耗用約67小時討論
推動創科局成立，單是財委會已達36小時。他強
調，相關同事已向拉布的反對派議員解釋創科局的
工作，並悉心解釋創科局對本港經濟的重要性，並
批評一次又一次拉布對本港經濟無幫助。
梁振英昨晚發表聲明，歡迎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成
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建議。他重申，本屆政府致
力推動經濟多元發展，創新及科技對提升香港競爭
力非常重要，同時可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創新及科
技發展一日千里，香港不能繼續落後於競爭對手，
因此需要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提供專注的高層次領
導，並在持份者之間更有力地執行政策統籌工作。
梁振英又批評，由於部分議員拉布，立法會經過

長達3年的審議，昨日終於通過撥款成立創新及科
技局。該局將負責制訂全面政策，支援科技基建及
人力發展，促進官、產、學、研合作，加速發展香
港的創新、科技和相關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慘歷香

港反對派3年來瘋狂拉布後，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昨日終以29票贊成、9票反對及1

票棄權，大比數通過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

撥款申請，創科局將於本月20日正式成

立， 估計行政會議成員兼創新及科技顧問

楊偉雄很大機會出任新政策局局長。特首

梁振英昨日強調，創新及科技能提升香港

競爭力及改善市民生活質素，深信創科局

今後會制訂全面政策，促進官、產、學、

研合作，加速發展香港的創新、科技和相

關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會財務委員會通
過創新及科技局相關撥款，估計新政策局可於本月
20日正式成立。立法會各建制派議員昨日形容，通
過開設創科局的撥款是「守得雲開」，認為有助香港
年輕人未來發展。他們並充分肯定財委會主席陳健波
主持會議的表現，又批評反對派議員一直無理拉布，
令本港的科技發展及競爭力被無理拖後，是跟全港市
民「搞對抗」。
立法會財委會昨日通過撥款成立創科局。試圖以

拉布阻撓撥款通過但失敗的「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
聲稱，陳健波「強行」通過撥款，他們會檢討策略，
繼續在議會內外「抗爭」。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則稱，
陳健波「非常狡猾」，又聲言創科局是「大白象」，
而日後將會證明他們拉布是「正確」的。

葛珮帆：盡快討論相關工作進展
一直跟進創科局成立問題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

珮帆，指香港科技界在2007年開始爭取成立科技
局，「今日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等左8年，終於等
到成立創科局。」身兼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
席的她表示，會盡快邀請新成立的創科局局長與委員
會討論有關工作的進展。
葛珮帆同時強烈譴責反對派無理拉布，令創科局
「拖足3年」，又不點名批評激進反對派議員黃毓民
在昨日會議上「講粗口」及「爬上枱」，破壞議事規

則。

盧偉國：讓青年有更大發展空間
工程界議員盧偉國則也指，創科局的成立一直受
無理阻撓，「我感到非常痛心。經過多年努力，終於
可以成立創科局，又希望創科局可為香港年輕人帶來
更大的發展空間。」
盧偉國坦言，創新及科技是全球的競爭重點，對
特區成立創科局受無理阻撓感到痛心。可幸，經過多
年努力，財委會終於通過成立創科局，他對此感到鼓
舞及高興，希望新局能讓年輕人有更大發展空間，並
要加把勁令香港創新科技能加速開展。

蔣麗芸：反對派行為必須受譴責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則批評，拉布議員並非與陳健
波、特區政府或建制派「搞對抗」，而是跟全港市民
「搞對抗」，試圖拖垮香港經濟，他們拖延時間的行
為必須受到譴責。
一直包庇激進反對派議員拉布的資訊科技界議員

莫乃光，在撥款申請通過後試圖為自己所作所為辯
解，稱業界在過去兩年成為「政治鬥爭的磨心」，是
非常不幸的，並希望撥款通過後可以向前看，把握機
會讓創新科技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又稱創科
局局長首要的工作是聆聽各範疇的聲音，制訂發展方
向和政策。

議員讚「守得雲開」批反對派搞對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受香港反
對派拉布拖累，審議長達3年的創新及科技
局撥款，昨日終於獲立法會通過正式上馬。
「爭取創科局聯盟」等業界代表及商會表示
歡迎。他們強調，目前本港科研投資遠落後
於鄰近地區，並促請特區政府盡快落實開設
創科局，配合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的創
新重點，為低迷經濟帶來新動力。他們並批
評，在反對派拉布或縱容拉布下，新局最終
歷時3年才能成立，希望議員認真反省及認
真履行議員責任。

楊全盛：盼推助業界發展措施
財委會昨日通過創科局撥款申請。「爭取創

科局聯盟」昨日專程在立法會外舉行慶祝儀
式。聯盟發言人楊全盛表示，經過漫長的拖拉
後，創科局終於成立。雖然已虛耗3年光陰，
但總算能踏出第一步，聯盟期待新局未來會透
過與業界的緊密溝通，盡早推出協助業界發展
的政策與措施，聯盟並會積極向局方反映意見
及監督各項政策與措施落實的工作。
楊全盛批評，反對派議員以拉布或縱容拉布

等發動所謂「不合作運動」，浪費議會時間，
「新局最終需要歷時3年才能成立，我希望這
些議員能認真反省創新及科技對香港長遠發展
的重要性，對新局各項工作提出建設性的意
見，認真履行議員責任。」

彭耀佳：為港經濟帶來新動力
香港總商會主席彭耀佳昨日對財委會通過

撥款深表歡迎，促請特區政府府盡快落實開
設創科局，配合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的
創新重點，為低迷經濟帶來新動力，增加年
輕人就業和創業的機會，「本港科研投資佔
GDP少於 1%，遠落後於鄰近地區如新加
坡、台灣和南韓。本會一直支持政府推動創
新科技，今日喜見創科局撥款獲得通過，實
感欣慰。」
他續說，國家公佈的「十三五」規劃，以創
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
統領全篇，創新更為「五大理念」之首，成立
創科局正好抓住機遇，鼓勵創意創新，開拓新
市場，同時增加在硬件、教育、科研的投資，
為香港產業帶來新的能量。
彭耀佳強調，香港總商會希望新局能鼓勵

大學進行更多應用研究，令科研成果商品
化，提供更多誘因及支持，讓學生在研究院
多做科研活動，及與商界合作，設立更多創
業基金，以支持科研發展，鼓勵年輕人創
業，「現時經濟前景低迷，發展創新科技，
不但可促進年輕人就業機會，也為他們帶來
創業的機遇，相信創科局成立將為香港經濟
增添動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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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晚發表聲明，歡迎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成
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建議。圖為梁昨出席國際投
資論壇閉幕晚宴致辭。

■歷經3年擾攘，財委會終於通過創科局撥款申請。昨日，「爭取創科局聯盟」等業界代表及商會，連同立法會
建制派議員，專程在立法會外舉行慶祝儀式。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參觀前海展示廳。

■■黃毓民昨日在立法會一度衝向主席台辱黃毓民昨日在立法會一度衝向主席台辱
罵陳健波罵陳健波，，爬上桌子高呼爬上桌子高呼「「XX你個街你個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