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31931：暴力犯文（「泛民」），破壞議會，害死香港

cao9nibi：犯氓（「泛民」）來來去去都只是那招：「休會」。
毫無新意

keekeekee6468：「泛民」無恥

右華門：再次證明打着民主旗號的，完全系（係）唔尊重民
主投票權的流氓獨裁者

bestsinger2：高鐵同機場都反，香港真係要靠拮魚旦
（蛋）、雞旦（蛋）仔撐起經濟

大投壼：點解要推倒？我真係好想條高鐵快啲完成喎

sam0010：投票輸左（咗）就要推翻人，真係好民主呀

123people：其實因「泛民」拉布而導致工程延期既（嘅）
損失，都唔止196億啦！「泛民」為政治利益而埋沒良心就
冇計啦

lcheung123：工程都埋尾，唔可以爛尾。應該敦促政府防
止以後類似（情況）再發生，唔係逼單工程爛尾

長春二子：很多「三行」工人都係住公屋，係日薪制，手停
口停，高鐵增加的撥款，都係建築工人的薪水，犯民（「泛
民」）政棍要跟基層市民作對

扮公正死開啦PK：Happy Friday 通過了！邪不能勝正

丁老闆：好笑，你拉布，我剪布，有乜問題？

阿爾拔：唔明點解佢（反對派）成日霸主席位嚟坐咁幼稚？

macans：我的一票會給陳鑑林

misiafan：陳鑑林好波！

肥輝仔：今日件事陳鑑林已成為香港英雄之一！波叔（陳
健波）鑑叔（陳鑑林）英明果斷！

■整理：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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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果斷剪布贏盛讚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高鐵追加

撥款申請，網民批評反對派千方百
計阻止高鐵工程，是害死香港，尤
其令基層工人手停口停。財委會代
主席陳鑑林（橄欖）果斷「剪布」，

雖然他已表明不在9月立法會選舉連任，但仍有網民讚
揚他是香港英雄，「我的一票會給陳鑑林」。

政客做騷 只為選票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我不認為表決過程粗疏，反對派

不斷提出內容差不多的問題，以不
同方式表達，就是拉布。他們有權
提出臨時動議，但提出幾十甚至幾
百項動議是無必要，而主席有權決
定是否接納。香港議會越來越像台
灣當年的議會，有年輕人喜歡激進
的方法，議員為選舉「做騷」，但
我不贊成這種行為。

私利當頭 漠視民生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盧文端：
反對派在撥款通過後繼續搞事，他
們根本是為了一己私利，漠視民生，
企圖癱瘓立法會運作。倘繼續任由反
對派影響立法會形象，只會令更多市
民對立法會的觀感變差，見到拉布就
轉台。要解決拉布歪風，市民必須在
9月立法會選舉走出來，利用選票將
禍港的反對派議員踢出議會。

民眾發聲 譴責暴行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我對議會頻頻出現粗暴行為感到心

痛、憤怒及非常遺憾。新界東補選的
結果，或使部分議員以為市民開始認
同激進力量，於是使用更激進的手段
去阻撓議會運作，將立法會當作政治
大舞台，藉此爭取9月立法會選舉的
選票。因此，未來需要靠廣大民眾向
他們說「不」、離棄他們。

肢體暴力 民主悲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
憲制賦予議員權力審批議案，但反

對派卻使用一貫以來的肢體暴力，採

用威嚇手段達至他們想要的結果，民
主政制發展去到如此境地，相當悲
哀。市民透過財委會開會直播，相信
已清楚看到反對派破壞秩序，造成議
會癱瘓，長此下去香港無運行，市民
日後應善用手中一票，否則立法會將
永無寧日。

阻礙發展 做法荒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經濟學會顧問劉佩瓊：
反對派做法荒謬，我昨日與數個

人代坐高鐵去天津參觀，感慨高鐵
所到之處發展迅速，但部分香港人
拒絕理性看待內地變化、香港前景
及世界趨勢。我不知道議會文化今
後會否越見暴力，但不斷發生類似
事件確是不幸。

輸打贏要 越趨暴力
■港區人大代表、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名譽會長楊耀忠：
表決根據議會規章辦事，反對派輸
打贏要不能接受。我擔心議會文化越
來越暴力，反對派應該收斂及適可而
止，肆意而為只會失去民心，立法會
也應嚴格遵照議事規則行事，並處罰
搞事議員。

拿起選票 煞止歪風
■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主席陳清霞：
反對派的暴力衝擊行為，不但損害
立法會形象，更影響整個香港社會風
氣。香港社會不能再內耗下去，必須
繼續持續發展，故市民必須對此暴力
歪風齊聲譴責。希望市民善用手中選
票，將這些鼓吹暴力政治、影響香港
社會安全、秩序的反對派踢出議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嘉華、張易、文森

各界：立會不寧 港無運行

反對派胡攪蠻纏癱財會
阻高鐵失敗心不甘 審工程撥款8度中斷

心急「翻本」 輸埋底褲
在財委會代主

席 陳 鑑 林 果 斷
「剪布」下，高
鐵追加撥款申請
終 在 前 日 獲 通

過。到昨日財委會會議，反對派
「由頭嘈到落尾」，最後導致提
早休會，應該審批的經濟民生項
目毫無寸進。如此不擇手段「復
仇」「翻本」，只怕最後「連底
褲都輸埋」。

點解？且看反對派昨日的「大
戲」。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扮演花
旦，感情豐富的他聲言，通過高鐵
撥款的手法「令人情感上無法接

受」，自己不適宜繼續處理議程上
的問題，故動議休會。社民連「長
毛」梁國雄、「人民力量」陳偉業
及陳志全就繼續刀馬旦上身，又企
枱又擲物，武戲演得駕輕就熟。

本來，鍾意演戲，角色「上
身」，是每個人的自由，但議員
始終不是「戲子」，在不應該的
地方做不應該的事，搞到幾百億
撥款批不出，累到萬千人生計，
肯定「乞人憎」。呢班「政治戲
子」攞唔攞到金草莓獎，大家唔
知，但對普羅市民而言，他們一
定是「神憎鬼厭」，最後「輸埋
底褲」。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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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財委會昨日續

會，原訂審議2016至17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等

撥款申請，避免影響數以千計已開展或未開展的工

程合約，惟全日8小時會議，反對派不停阻撓，共

暫停會議8次，浪費105分鐘會議時間。最後一節會

議，「人民力量」陳志全及陳偉業先後跳上議事廳

枱面叫囂，而社民連梁國雄更趁亂向主席位置飛擲

書本及水樽，最終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被迫宣佈提早

休會，結果全日沒有審議過任何項目。陳健波會後

批評反對派使用議會暴力，令不少民生項目撥款都

無法審議，又指基礎工程撥款涉及共 8,000 項工

程，若撥款延誤，影響不比高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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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名反對派議員昨日高舉橫額衝擊主席十多名反對派議員昨日高舉橫額衝擊主席
台台，「，「人力人力」」陳志全等更霸佔主席位置陳志全等更霸佔主席位置，，最最
終財委會被迫提早休會終財委會被迫提早休會。。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財委會昨日加開4節會議，審議
128億元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申

請、長者醫療券及警務處更換電腦系
統等多項撥款。首節會議甫開始，多
名反對派議員即要求推翻前日高鐵追
加撥款表決，其中陳志全又指陳健波
與高鐵涉及利益衝突，要求另覓人選
處理，更揚言「否則將對每個議案都
提休會、中止待續」。結果會議開始
一個半小時仍未討論任何項目。當陳
健波決定進入首項議程時，十多名反
對派議員隨即衝向主席台，陳志全更
加跳上主席台，並霸佔主席位置，其
他同謀則高舉橫額叫囂，陳健波唯有
宣佈休會20分鐘。

掟紙飛樽群攻「佔領」主席台
第二節會議開始，由於陳志全、陳
偉業、梁國雄及公民黨毛孟靜，一直
霸佔主席台位置，拒絕返回座位，陳
健波要求工作人員將四人帶離會議
室，不過由於雙方一直拖拉，結果無
法進行會議。亂局延續至第三節會
議，多名反對派議員再次離座抗議，
陳健波警告不果，宣佈移師到會議廳
召開會議，而陳偉業、范國威、梁國
雄、毛孟靜及陳志全5名議員被逐離
場，將不能參與該節會議。梁家傑其
後以「情感上不能接受昨日（前日）
的高鐵追撥表決」為由，提出休會動
議，結果動議被否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原
訂議程是討論民生項目，但會議由早
上至下午一直沒有實質討論過撥款項
目，批評反對派議員只是上演「大龍
鳳」。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質疑

反對派霸佔主席台，「不知道（你
們）是想監察還是不監察」，斥每次
議會都提出休會，實質浪費提問機
會。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張華峰表示，
由前日至昨日充分體驗議會暴力，每
名反對派議員猶如小丑「潑墨登
場」，並點名批評公民黨新晉議員楊
岳橋前日以大聲公擾亂秩序，是不尊
重議會場合。

失控危及安全 被迫提早休會
5名被逐離場的議員於第四節重返

會議廳，但甫進入會議廳即重施故
伎，企圖佔領主席台，隨即遭逾20
名保安人員阻攔，陳健波再次宣佈
驅逐5人離開，但5人不接受，期間
長毛更向主席方向掟紙及水樽，陳
志全及陳偉業則站在枱上拒絕離
去，主席其後立即宣佈暫時休會，
由於情況不受控，最終以安全為由
提早休會。

延誤八千工程 影響堪比高鐵
陳健波會後表示，基礎工程撥款涉
及7,000項進行中的工程，及1,000項
新的項目，影響 1.3 萬名工人的生
計，倘若撥款延誤，影響不比高鐵
小。他又宣佈下周六再加開8小時會
議，連同下周五續會的4小時，合共
12小時會議，又計劃下月中旬再加開
會議，加快審議進度。他續指，昨日
本應聚焦長者醫療券等民生項目撥
款，可惜無法改變現實，因提早休會
而作罷，批評反對派行使議會暴力。
財委會將於本周五（18日）及周六
（19日）續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
祖）圍繞審議高鐵追加撥款，
反對派議員日前出盡「潑
墨」、佔領主席台等「茅
招」，代主席陳鑑林不得不轉

換場地繼續議事，最後果斷「剪布」才令申請
通過。其實，反對派為阻撓立法會審議各項議
案，過往已經採用各種手段拉布、搞流會、搗
亂議事廳，可以說醜態百出，劣跡斑斑。

垃圾修正案瑣碎無聊
就在高鐵追加撥款通過前兩日，財委會代主

席陳鑑林接受本報採訪時才提到，反對派為阻
止高鐵撥款通過，最少提出了1,380項修正案，
而且「什麼古靈精怪的修訂都有……包括涉及
『一地兩檢』、『一國兩制』、出入境設施、工程合
約，一分就十多類，稍微變一變字眼就一個修
訂，不同人亦可能提出同一件事情，有些又互

為相關。」陳鑑林補充，反對派還向其不斷追
問修正案總數，目的是要計算可拉布的時間。

「中止待續」狂點人數
除不斷提出重複瑣碎的修正案拖延時間，反

對派另一「拿手戲」就是點人數製造流會。去
年12月 9日《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恢復二讀首日，反對派就突然玩點人數成
功造成流會。嚐過「甜頭」的反對派，之後在
每一次審議版權修訂條例會議上，均不斷提出
「中止待續」動議及點算人數，今年更於1月
7日的會議中全體離席，造成一個月內兩度流
會。因反對派一再拉布，特區政府於上周將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擱置，業
界多年努力付諸東流。

變本加厲衝佔主席台
而在會議現場，衝擊主席台成為激進反對派

議員近期的「指定動作」，除通過高鐵撥款當
日社民連議員梁國雄手持一樽疑似「墨水」衝
向主席台，使陳鑑林和部分保安人員慘被潑
中，上月27日高鐵撥款仍在審議時，反對派
議員包圍主席台，其中「人民力量」議員陳志
全及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先後霸佔主席座位，會
議被迫停止。同類事件發生在1月29日財委會
審議港珠澳大橋追加撥款會議上，是次充當
「跳樑小丑」的是「人民力量」陳偉業和陳志
全，陳志全其後在被保安阻攔期間「插水」並
報稱受傷。
衝擊事件非近月新事。2014年7月3日，經

常在立法會會議上暴力滋事的激進反對派黃毓
民，在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向特首梁振
英飛擲玻璃水杯，玻璃杯從梁振英頭頂飛過，
跌落在主席台前的地下，碎片四濺，幸未傷
人，其暴力行為受到香港社會各界譴責。

■記者鄭治祖

議會「跳樑小丑」劣跡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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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陳志全及其同黨陳偉業昨日跳上議事廳枱面叫囂，攪亂財委會
議程。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