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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撐拉布扮嘢

隨時故態復萌隨時故態復萌 選民須踢走亂港議員選民須踢走亂港議員
反對派圖呃選票

立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昨日討論有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昨日討論有
關機場擴建工程統籌辦公室開設關機場擴建工程統籌辦公室開設33個首個首

長級職位長級職位，，以協調各部門落實興建機場第三以協調各部門落實興建機場第三
條跑道條跑道。。該該33個首長級職位負責監察機管局個首長級職位負責監察機管局
及協調各政府部門落實興建三跑道系統計及協調各政府部門落實興建三跑道系統計
劃劃，，任期為任期為22年年44個月個月，，至至20182018年年33月結月結
束束。。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黎以德表示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黎以德表示，，
特區政府欠缺有工程背景的人士協調機管局特區政府欠缺有工程背景的人士協調機管局
展開三跑工程展開三跑工程，，如不開設有關職位如不開設有關職位，，其工作其工作
效能會被打折效能會被打折。。

三跑職位拉布三跑職位拉布「「三丑三丑」」無人聲援無人聲援
一直反對興建第三條跑道的一直反對興建第三條跑道的「「拉布四丑拉布四丑」」
中的中的33人人，，包括陳偉業包括陳偉業、「、「人力人力」」議員陳志議員陳志
全全、、社民連主席社民連主席「「長毛長毛」」梁國雄梁國雄，，在昨日會在昨日會
議上多次發言拉布議上多次發言拉布。。陳偉業更以三跑正受司陳偉業更以三跑正受司
法覆核影響法覆核影響，，33個職位的任期很有可能要延個職位的任期很有可能要延
長等為由長等為由，，提出中止討論提出中止討論。。各建制派議員發各建制派議員發
言反對議案言反對議案。。不過不過，，由於只有陳志全及梁國由於只有陳志全及梁國
雄發言雄發言，，其他反對派議員其他反對派議員「「一反常態一反常態」，」，沒沒
有加入發問拉布有加入發問拉布，，投票時仍然投票時仍然「「潛水潛水」，」，令令
陳偉業的議案在只獲陳梁兩人支持陳偉業的議案在只獲陳梁兩人支持，，1919名議名議
員反對下被否決員反對下被否決。。
陳偉業死心不息陳偉業死心不息，，再提出再提出1111項議案拉布項議案拉布。。

最後最後，，在拉布近在拉布近44小時後小時後，，三跑職位申請終三跑職位申請終
以以2323票贊成票贊成，，55票反對獲得大比數通過票反對獲得大比數通過。。陳陳
偉業事後在其個人偉業事後在其個人「「面書面書」（」（facebookfacebook））揶揶
揄稱揄稱，，他提出的他提出的1111項議案項議案，，每次只得陳志每次只得陳志

全全、、梁國雄和自己共梁國雄和自己共33票支持票支持。。有有「「人力人力」」
支持者更反問道支持者更反問道：「：「如今如今，，香港香港『『泛民泛民』』僅僅
剩下剩下33名立法會議員名立法會議員？」？」
事實上事實上，，在本月在本月1414日日，，陳偉業在立法會財陳偉業在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上突然動議休會時務委員會上突然動議休會時，，其動議亦僅得其動議亦僅得
到餘下的到餘下的「「兩丑兩丑」，」，即梁國雄及陳志全的支即梁國雄及陳志全的支
持持，，在其他反對派議員都不支持下在其他反對派議員都不支持下，，以以33票票
支持支持3939票反對票反對「「慘慘」」遭否決遭否決。。

陳鑑林陳鑑林：：只因只因「「嗅到嗅到」」拉布拉布「「倒米倒米」」
難道其他反對派難道其他反對派

議員議員「「轉性轉性」？」？民民
建聯議員陳鑑林指建聯議員陳鑑林指
出出，，其他反對派政其他反對派政
黨過去一直與黨過去一直與「「拉拉
布四丑布四丑」」站在同一站在同一
陣線陣線，，不時順着他不時順着他
們的指揮棒起舞們的指揮棒起舞，，
暗助暗助 「「四丑四丑」」拉拉
布布，，但隨着區議會但隨着區議會
選舉臨近選舉臨近，，反對派反對派

「「嗅到嗅到」」拉布就等於拉布就等於「「倒米倒米」，」，為免在這關為免在這關
鍵時刻得失選民鍵時刻得失選民，，近期就試圖與近期就試圖與「「四丑四丑」」劃劃
清界線清界線。。
他批評他批評，，這些反對派政黨中人這些反對派政黨中人，，以為市以為市
民會因他們民會因他們「「低調處理低調處理」」就會就會「「失憶失憶」。」。
事實上事實上，，他們在當選後他們在當選後，，必定會故態復必定會故態復
萌萌。。他相信選民都心清眼亮他相信選民都心清眼亮，，不會也不應不會也不應

忘記這些黨派過去一段時間助長以至參與忘記這些黨派過去一段時間助長以至參與
拉布拉布，，拖慢特區政府施政拖慢特區政府施政，，以至惠民政策以至惠民政策
的落實的落實，，並呼籲選民在今年區選日透過選並呼籲選民在今年區選日透過選
票票，，不要讓這些政黨的候選人進入議會不要讓這些政黨的候選人進入議會，，
以免令拉布鬧劇繼續以免令拉布鬧劇繼續。。

馬逢國馬逢國：：反對派為選舉反對派為選舉「「走精面走精面」」
立法會旅遊界議立法會旅遊界議

員姚思榮指出員姚思榮指出，，昨昨
日涉及的項目僅增日涉及的項目僅增
加數個職位加數個職位，，但已但已
經被拉布超過經被拉布超過44個個
小時小時，，目標只為三目標只為三
跑設置路障跑設置路障，，拖慢拖慢
工程進度工程進度。「。「拉布拉布
四丑四丑」」所做的所做的，，是是
為了籠絡他們自己為了籠絡他們自己
的激進支持者的激進支持者，，其其
他反對派議員自己心知肚明他反對派議員自己心知肚明，，此時參與會影此時參與會影
響他們的黨派在今年區選的勝算響他們的黨派在今年區選的勝算，，有如有如「「倒倒
米米」，」，才會暫時才會暫時「「避風頭避風頭」，」，但難保他們在但難保他們在
選舉過後選舉過後「「回復正常回復正常」。」。
體育體育、、演藝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質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質

疑疑，，其他反對派議員只是在其他反對派議員只是在「「走精面走精面」，」，更更
證明他們一直證明他們一直「「講一套講一套、、做一套做一套」。」。他不想他不想
估計反對派的想法估計反對派的想法，，但從他們一貫以來的行但從他們一貫以來的行
為為，，應該可以看得出他們是真的覺得應該可以看得出他們是真的覺得「「今是今是
昨非昨非」，」，還是因為怕影響選舉結果還是因為怕影響選舉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區

議會換屆選舉投票日將至，各反對派政黨均

「做足戲」，在選舉期間刻意隱藏自己一直

撐「佔領」、助拉布、宣「港獨」等行為。

近期，「拉布四丑」在立法會各事務委員會

上故意拉布，包括在昨日人事編制委員會討

論「三跑」問題時，「人民力量」議員陳偉

業提出了11項議案，但在過去一直「助紂

為虐」的其他反對派議員，突然變身「沉默

的羔羊」，拒絕陪玩，令拉布以失敗告終。

儘管各反對派政黨不隨「四丑」拉布是一件

好事，但有建制派議員提醒市民這些反對派

只是為選票而暫時「收手」，在選舉過後必

定重施故伎，繼續嚴重妨礙議會運作，浪費

公帑，選民應該通過手中的選票，在區選投

票日齊齊向反對派的拉布劣行說「不」。

（尚有相關新聞刊A5、A6、A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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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區選前
夕，散播「港獨」歪風的所謂「本土派」
又再挑撥兩地矛盾。「新民主同盟」立法
會議員、區選西貢運亨候選人范國威，聯
同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昨日在立法會
上提出所謂「反大陸化」的動議，將香
港問題「歸咎」於特首及兩地融合。建
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逢中必反」，自
詡「正義」煽動反政府、欺凌旅客及包
庇違法行為，這才是真正摧殘香港精神
及下一代發展。
毛孟靜昨日提出動議時，聲稱特首梁振英
上場令香港「大陸化」、「去殖化」及「虛偽
化」。范國威在提出修訂時則稱，港隊前晚在
對國足一場賽事中的表現「盛載港人主體意
識」，又稱香港觀眾在奏國歌時的表現及展示
的標語反映，「這就是北京自命天朝大國，恩
主心態，與香港人完全脫節的問題。」
可能是擔心影響今年區選的得票，公民
黨、民主黨出戰區選的反對派議員，如在
屯門樂翠陷入6人混戰的民主黨何俊仁、空
降海怡東的公民黨陳家洛，及被建制及前
黨友夾擊的深水埗麗閣候選人民協馮檢基
等，都龜縮不發言，交由同黨「做醜
人」。民主黨議員黃碧雲聲稱，該黨「立
足本地」，更稱中央愈「介入」香港事
務、愈「打壓」港人民主熱誠，市民愈會
有心理反彈。

葉國謙：貶低內地 製造仇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在發言時批

評，議案內容刻意貶低內地，製造仇恨，
目的就是要令香港與內地分隔，「難道港
人宣稱自己是中國人，擁有籍貫，就叫
『大陸化』？」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也質
疑議案「無厘頭」，將社會問題不合理地
歸咎於特首或「大陸化」身上，是為了挑
動兩地矛盾，「香港球迷用粗口『招呼』
內地球迷，這些文化是否值得驕傲？」

林健鋒：利民政策 頻加阻撓
經民聯議員林健鋒批評，反對派政客
「逢中必反」，借「本土」之名散播「港
獨」思潮，又狠批反對派經常將利民政策
與「反赤化」拉上關係，阻撓港珠澳大
橋、發展東北、機場第三條跑道，以至創
科局等發展。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認為，全
球力爭與內地合作，立法會一旦通過所謂
「反大陸化」動議，定必成為國際笑話。
立法會今早復會繼續辯論議案。
西貢運亨候選人還有獨立候選人申偉基及

報稱「獨立民主派」的黎子華。樂翠選區候選人
還有「熱血公民」鄭松泰、律師會前會長何君
堯、沈錦添、阮偉忠及張永偉。深水埗麗閣
選區候選人有前民協成員黃仲棋及工聯會小
花陳穎欣。海怡東候選人有林啟暉及區元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過去一直公然
散播「港獨」及「本土」歪風，刻意挑動內地與香港的
矛盾，但區選投票日臨近，部分反對派明知市民反對
「港獨」，遂用盡千方百計迴避，試圖混水摸魚。公民
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昨日在立法會提出所謂「反大陸
化」的動議，更在辯論前舉行集會，但其「親密戰
友」、今年區選參與西貢運亨選區的「新民主同盟」立
法會議員范國威可能怕失票而「缺席」。3名「傘兵」則
出席了毛的集會，並承認他們落區時，不會「刻意宣
揚」自己「反大陸化」。

被諷「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毛孟靜昨日在立法會辯論她提出的所謂「反大陸化」
動議前，聯同「西環飛躍動力」與「保衛香港自由聯
盟」等組織在特區政府總部外集會，聲稱要「拒絕大陸
化」。不過，和毛孟靜成立組織「香港本土」，過去不
斷高舉「本土主義」的旗幟，公然宣揚「港獨」的范國
威，雖然配合毛孟靜的動議提出了修訂，但就沒有現身
集會。
本報日前向各區議會候選人發出問卷，其中兩條問題

涉及候選人對「港獨」的立場，范國威一直沒有回應。
但他明目張膽支持所謂「反大陸化」，卻拒絕表態，令
人懷疑他是擔憂其激進行動會令自己在區選中失票，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選擇短暫龜縮，圖隱瞞其「港
獨」立場。

「傘兵」撐場 選民未必知
「西環飛躍動力」3名參選今年區選的候選人，包括出
選中西區大學選區的劉偉德、石塘咀選區的葉錦龍，及

出選西營盤選區的伍永德，皆出席了昨日的「毛集
會」。他們聲稱，自己一直都認同香港要「反大陸
化」，故覺得有需要走出「發聲」。劉偉德更聲稱要堅
拒香港「赤化」，「捍衛香港本土思維。」
被問及他們在落區拉票時有否向居民表明他們「反大

陸化」的立場時，他們均異口同聲地稱，區選是要比拚
政綱、地區議題，且投票日將近，「不應將注意力放在
政治議題上。」本報記者在互聯網上翻查他們的政綱時
發現，他們確以民生議題作「主打」，隻字不提任何政
治議題，懷疑他們是在試圖營造「中間派」的形象來誤
導選民。
西貢區運亨選區候選人還有報稱無黨派的申偉基，及報

稱獨立民主派的黎子華。中西區大學選區候選人還有報稱獨
立的陳捷貴。中西區石塘咀選區候選人還有獨立的陳財喜。
中西區西營盤選區候選人還有民建聯的盧懿杏。

香港反對派近年在立法會發動所謂香港反對派近年在立法會發動所謂「「不不
合作運動合作運動」，」，藉瘋狂拉布向特區政府全面藉瘋狂拉布向特區政府全面
開戰開戰，，動輒阻撓民生項目通過動輒阻撓民生項目通過，，社會弱勢社會弱勢
社群卻首當其衝社群卻首當其衝。。雖然激進分子是雖然激進分子是「「拉布拉布
主犯主犯」，」，但其他反對派的長期姑息縱容但其他反對派的長期姑息縱容，，
導致激進派變本加厲導致激進派變本加厲，，身為身為「「同謀同謀」」同樣同樣
難辭其咎難辭其咎。。

「「垃圾修訂垃圾修訂」」搞亂民生搞亂民生
今屆立法會以來今屆立法會以來，，反對派變本加厲反對派變本加厲，，動動

輒上演拉布戲碼輒上演拉布戲碼。。20122012年財務委員會審議年財務委員會審議
的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生活津貼，，當時當時「「長毛長毛」」就威脅政就威脅政
府消除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審查規定府消除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審查規定，，否否
則會阻礙則會阻礙《《2013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年撥款條例草案》》報復報復；；
翌年立法會審議翌年立法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撥款條例草案》，「》，「四四
丑丑」」則宣稱以拉布爭取則宣稱以拉布爭取「「全民退保全民退保」」及及

「「派錢一萬派錢一萬」。」。
事實上事實上，，近年幾乎每份財政預算案近年幾乎每份財政預算案，，

「「拉布四丑拉布四丑」」都會提出逾千項都會提出逾千項「「垃圾修垃圾修
訂訂」，」，以諸多藉口拖延以諸多藉口拖延《《撥款條例草案撥款條例草案》》
通過通過，，並獲其他反對派全力並獲其他反對派全力「「保駕護保駕護
航航」，」，嚴重影響特區政府的日常開支及公嚴重影響特區政府的日常開支及公
共醫療服務共醫療服務。。雖然遭受全城狠批雖然遭受全城狠批，，但反對但反對
派依然樂此不疲拉布派依然樂此不疲拉布，，搞亂民生搞亂民生。。

「「剪布三招剪布三招」」未獲通過未獲通過
為此為此，，議事規則委員會提出了議事規則委員會提出了「「剪布三剪布三

招招」」的建議的建議：：包括容許議員提出聯名動議包括容許議員提出聯名動議
為辯論時間設限為辯論時間設限；；禁止議員提出一系列瑣禁止議員提出一系列瑣
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文件建議將立文件建議將立
會主席裁定會主席裁定「「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瑣屑無聊或無意義」」限制的限制的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延展至適用於延展至適用於「「一系列修正一系列修正

案案」；」；參照英國下議院及加拿大眾議院參照英國下議院及加拿大眾議院，，
賦權立會主席選取修正案進行表決賦權立會主席選取修正案進行表決。。

雖然其他反對派對雖然其他反對派對「「四丑四丑」」瘋狂拉布行瘋狂拉布行
為的立場曖昧為的立場曖昧，，經常宣稱經常宣稱「「不支持拉布但不支持拉布但
反對剪布反對剪布」，」，但在修改議事規則的重要關但在修改議事規則的重要關
頭頭，，這些黨派即這些黨派即「「露出狐狸尾巴露出狐狸尾巴」。」。當當
時時，，反對派在舉行反對派在舉行「「飯盒會飯盒會」」後後，，宣佈全宣佈全
體反對修改議事規則體反對修改議事規則，，更稱拉布是議員抗更稱拉布是議員抗
議議「「惡法惡法」」的權利的權利。。立會主席曾鈺成也嘆立會主席曾鈺成也嘆
道道，「『，「『泛民泛民』』議員視拉布為對抗建制的議員視拉布為對抗建制的
『『核武器核武器』，』，藉此阻止藉此阻止『『惡法惡法』，』，部分更部分更
認為應待立法會實現普選後認為應待立法會實現普選後，，再考慮修改再考慮修改
議事規則議事規則，，故預期修改議事故預期修改議事
規則在分組表決下不可能通規則在分組表決下不可能通
過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自明李自明

「主犯」盡情拉 全賴「同謀」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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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對議會拉布深惡痛絕香港市民對議會拉布深惡痛絕，，反對派在區選前扮反對派在區選前扮
嘢暫停拉布嘢暫停拉布，，只是欺騙選民的權宜之計只是欺騙選民的權宜之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鑑林 劉國權攝

■■馬逢國馬逢國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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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孟靜昨日發起「反大陸化」集會，但其「親密戰
友」范國威或因害怕失票而龜縮「缺席」。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