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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委會今天加開會議，審議高鐵196億元工程追加撥款申
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強調，現時工程越來越接近停工臨界
點，呼籲議員盡快通過撥款申請。但少數反對派議員依然還在聲稱要
拉布阻撓。對於這些人為了一己之私而在議會上不顧香港社會整體利
益而胡攪蠻纏的行為，一方面，廣大市民要予以強烈譴責；另方面，
會議主持人應依照議事規則，履行主持會議的職責，果斷剪布，為社
會的發展而掃除障礙。

張炳良昨表示，高鐵追加撥款申請已在立法會討論近30個小時，而
現在工程已到了將近無款可用的停工臨界點。換言之，如果還是因少
數反對派議員的無理拉布而不能儘快通過的話，高鐵將被迫停工，不
僅近5,000工人的生計受到影響，而且整個工程有可能爛尾，令數以百
億計的公帑付之東流，香港也將失去一個與內地加強人員交流以促進
未來發展的重大機遇，損失難以估量。

可以說，如果高鐵工程最終因少數反對派議員的無理阻撓而被迫流
產的話，此例一開，將又是一個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更多的妖魔鬼
怪就會在議會中蜂擁而出，反對派「逢政府必反」的氣焰將更為囂
張。此風一長，香港社會日後就再也別想搞什麼新的建設了，未來被
邊緣化和日漸沉淪，將是不可避免的結局。

從這些天立法會會議辯論的情況，社會大眾都看得很清楚，反對派
為了「拉死」高鐵，其提出的理由千奇百怪，除了極力反對「一地兩
檢」方案外，日前又聲稱高鐵有什麼「軍事用途」云云，簡直是不着
邊際和毫無常識。這些都顯示出反對派議員們的思維方式是多麼幼稚
可笑，所持的反對理由是多麼蒼白無理。

事實上，政府為了完成這項重大而艱巨的工程，已經盡了最大的努
力。張炳良昨天也對工程超支深感遺憾，並向市民再三致歉，強調完
工後會向港鐵追究。至於「一地兩檢」的具體方案，張炳良也表示中

央和特區政府均要求方案符合基本法原則，有結論後必定會向公眾諮
詢和交由立法會審議。

所有這些都充分顯示，立法會財委會已經較為充分地審議了對高鐵
工程的追加撥款申請的審議，各方面的意見都全面陳述，各種聲音也
充分表達，現在已經到了可以付諸表決的時候了。反對派議員昨天還
聲稱要提出數百項臨時動議來拉布阻撓，甚至聲稱要採取衝擊行動來
阻止撥款申請通過。「是可忍，孰不可忍」。廣大市民和主流民意均
呼籲立法會財委會的主持人，應按照議事規則，果斷剪布。如果少數
反對派議員膽敢衝擊和搗亂會議的話，主持人就應按照議事規則賦予
的權力，將其驅逐出會場，讓一小撮議會小丑的陰謀不能得逞。

總之，莊嚴的議會殿堂絕不能被少數幾粒老鼠屎搞壞，香港社會的
發展進程更不能被幾個跳樑小丑耽誤。高鐵追加撥款的申請應如期通
過，這是符合香港社會根本利益和深得香港主流民意支持的行為。

高鐵撥款申請應如期通過

92社團數十萬聯署促懲暴徒
港區省級政協聯會夥逾40領袖 向律政司遞交簽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
文倩）旺角暴亂有不少年輕人
參與其中，浸會大學校長錢大
康昨日強調，絕對不贊成任何
形式的暴力，認為暴力除非是
出於受襲時的自衛，否則不論
什麼理由都不能接受。他又認
為面對矛盾，大家應先坐下討
論，「肯去討論，可能十樣問
題會只剩兩樣；不肯討論，可
能十樣問題變成二十樣。」
錢大康同時指出，社會應重

視年輕人的感受，除了溝通，
亦要了解為何他們會感到不
滿，找出原因和解決方法。
對於陸續有參與暴亂的年輕

人被捕，錢大康認為，年輕人
若違法就要負責任。
近期社會上有人打着「本

土」旗號去推銷「港獨」，錢

大康認為，將「本土」等同
「港獨」令事情變質。
他進一步解釋指，如果「本

土」說的是本土文化而非政
治，是沒有問題的，大家於一
個地方成長，喜歡一個地方的
事物是很正常的事，「但大家
應想想『本土』二字是否被濫
用了。」

「佔旺」藐視法庭「再控」案 押後裁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涉

及「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
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等20人，疑在
前年非法「佔旺」區違反禁制令的
第二批刑事藐視法庭案件。律政司
於去年4月提出傳票後，未有在限期
內呈交文件，7月透過修改傳票取得
許可繼續檢控。辯方早前質疑修訂
無效，律政司沒有司法管轄權繼續
案件，要求法庭撤銷許可。法官周
家明昨日聆聽雙方陳詞後押後裁
決。
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

指，法庭可行使酌情權，就律政司
的單方面申請發出許可。辯方資深
大律師潘熙則稱，律政司單方面提
出更改傳票及申請第二次許可時，
一直未有根據高等法院訟費規則支
付申請費1,045元，律政司聲稱單方

面申請許可不用付款是不合理的。
律政司昨日指，將來審訊時，20

名被告可一併處理，預計審訊歷時
45天，辯方沒有反對。

「胡椒叔叔」獲釋 官批添亂
另外，在前年9月28日「佔中」

前夕，57歲的士司機張逑（「胡椒
叔叔」）站在警方與示威者之間，
聲稱要勸止示威者衝擊鐵馬，後被
警方拍膊及噴以胡椒噴霧，後來更
被控一項「參與非法集結」罪，觀
塘裁判法院昨日裁定其罪名不成
立。
裁判官表示，相信被告的說詞，

但批評他不自量力，所為造成混
亂，「幫唔到忙，唔該你返屋企思
考行為令集會更和平抑或更混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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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動議查暴亂 建制派批諉過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一直試圖將旺角
暴亂的成因與責任，推在特區政府身上的反對
派立法會議員，在昨日內務委員會上「出
招」，動議引用特權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會，調查是次暴亂「是否與政府管治有關」。
建制派議員指法院正處理相關案件，立法會不
應干預，又批評反對派此舉旨在轉移視線。有
關動議最後被否決。
反對派23名立法會議員，聯署要求以內會名
義向大會提出，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旺角暴亂的成
因。公民黨議員毛孟靜發言稱，任何「大型抗

爭」，「幾乎無例外地都是與政府管治有
關」。特區政府既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立法會就應引用特權法調查。激進反對派議員
黃毓民則稱，特首梁振英將事件定為暴動，就
更應該「調查真相」，否則只會引起年輕人
「更大的反彈」。

葉國謙：圖轉移視線
民建聯議員葉國謙在發言時批評，反對派完

全無視社會各界譴責及表明不接受暴徒的暴力
行為，卻將旺角暴亂的發生歸咎在政府管治問
題上，是試圖轉移視線，手法卑劣。工聯會議

員黃國健也指，反對派議員此舉是在轉移焦
點，更將「養虎為患」，「係咪政府管治失誤
就磚頭掟死人都得？」
民建聯議員鍾樹根指出，法院正安排審理相

關案件，立法會再進行調查，或涉及妨礙司法
公正。工聯會議員王國興也指，警方正追緝涉
嫌參與暴動者，立法會不應干預。自由黨議員
田北俊就指調查會涉及警方情報，加上立法會
在今屆會期內沒有足夠時間處理，故他不支持
動議。
最後，有關動議在建制派反對下，以25票贊

成，36票反對而被否決。

經民聯憂暴亂損投資者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為其
政治利益，在議會內不斷拉布，企圖拖垮香港
經濟民生發展，更多次縱容激進分子的暴力行
為，最終激化了月初的旺角暴亂事件。經民聯
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批評，反對派「逢政府必
反」，是在「倒香港米，拖香港後腿」，更擔
心旺角暴亂會影響外來投資者的信心。他們強
調，香港社會最重要的是穩定，又期望未來可
齊心解決紛爭，打好這場「逆境波」，維持香
港國際大都會的形象。

梁君彥：「逢政府必反」無用
經民聯昨日舉辦傳媒茶敘，身為主席的立法

會工業界議員梁君彥表示，香港的經濟環境比
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好，但今年預算案預測
2016年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1%至2%，低於
去年的增幅，故未來社會要思考如何在全民就
業的情況下，如何再有新動力推動經濟。
他批評，現在反對派「逢政府必反」，根本
無助解決現時社會問題，「版權修訂條例、高
鐵追加撥款又拉布；那邊說房屋不夠，開發土
地興建房屋，又有司法覆核，根本無可能滿足

到社會需要。」

林健鋒：拉布「倒香港米」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商界議員林健鋒表
示，香港今年經濟低迷，現時是在打一場「逆
境波」，批評反對派過去不斷拉布，及旺角暴
亂等暴力行為是嚴重問題，是在「倒香港米，
拖香港後腿」。他認為，香港社會未來應要齊
心解決問題。

張華峰梁美芬齊盼穩定
另一副主席、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則指，
金融服務業界對香港前境充滿信心，但憂慮近
年香港的政治亂局，會影響外來投資者的信
心。他強調，香港社會最重要的是穩定，期望
不要再發生類似旺角暴亂的暴力事件，影響香
港國際大都會的形象。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則指，香港社會已非常不

滿反對派拉布，認為討厭已到「入肉」程度，
擔憂社會將比以往更加撕裂，「3個月前，市民
對拉布只是觀望，關心不大，但他們近期知道
高鐵追加撥款將近死線時，很多九龍西居民都

不想工程會『爛尾』。（我）擔心最後不能通
過，（社會）撕裂將會更強烈。」
工程界議員盧偉國表示，過去議會內拉布不

斷，令特區政府不能開拓前瞻性的工程項目，
擔憂將影響香港長遠發展，「過去一兩年，政
府外判出去的工程項目大幅減少，這一兩年平
均不夠200億元，再對上兩年平均有500億元，
這些數字已顯示香港存在相當大的隱憂。」

■經民聯昨舉辦傳媒茶敘，梁君彥批評反對派
「逢政府必反」，無助解決社會問題。

鄭治祖 攝

譚錦球：維護法紀捍衛法治
譚錦球昨日強調，香港今天的繁榮穩定得來不易，對
於年初二凌晨發生的暴亂感到痛心，暴徒目無法紀的行
為，嚴重破壞了香港的法治、社會安寧和香港的國際形
象，強烈譴責一切暴力行為。
他強調，堅決支持警方緝拿暴徒，嚴懲於法，向社會
傳達正義，以維護法紀和捍衛法治尊嚴。
譚錦球指，是次聯署共收到92個社團共數十萬個簽

名，並希望更多的市民站出來，向一切暴力行為和有損

香港形象的行為「說不」。是自違法「佔中」以來，一
連串日益激進的暴力事件已經觸及法律底線和廣大市民
忍受的極限，他們希望執法部門對暴徒的違法行為嚴厲
制裁，還廣大巿民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

傅金珠：社會不守法難發展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傅金珠表示，香

港一向以法治健全、社會環境舒適見稱。但在大年初一
晚發生的旺角暴亂震驚全球。他指，即使有人對社會不
滿，都必須遵守法律，否則不守法的社會，難以持續向

前發展。她呼籲社會大眾譴責暴力、違法、不理智的示
威行為。

施榮懷：暴力不應在港出現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施榮懷表示，自

己和廣大香港市民一樣，對暴徒的暴力行為極之不滿和
反感，是次遞信是希望向社會表達他們的聲音，認為暴
力事件不應該在香港出現。在「警察拉人、法官放人」
的問題上，他對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及表示尊重，指
警方和法庭有責維護治安、維護法紀。

林龍安：不容暴徒破壞法治
香港廈門聯誼總會理事長林龍安表示，參與嚴懲旺角

暴亂分子聯署活動主要是支持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
和執法部門嚴正執法，以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絕不容
許暴亂分子破壞香港的治安，並希望執法部門將暴徒嚴
懲。
他續指，是次代表廈門聯誼總會參加遞交聯署，目的
是明確向社會發出廈門鄉親反對暴力的聲音，維護香港
法治，還社會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

寬）自違法「佔中」以來，

香港一連串日益激進的暴力

事件觸及法律底線和廣大市

民忍受的極限，尤其旺角暴

亂事件造成近百名警員和多

名記者受傷。港區省級政協

委員聯誼會昨日聯同香港友

好協進會、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等92

個工商團體、社團組織，將

收集到的數十萬個聯署，由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

長譚錦球聯同各社團領袖共

40餘人，到金鐘政府合署向

律政司遞交，以支持警方執

法及司法部門嚴懲暴徒，維

護法治及繁榮安定。 ■傅金珠 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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