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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4阻 128億撥款終過
提中止待續休會玩拉布 醫療券險中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晚終成功通過4項撥款

申請，金額約為232億元，包括逾128億元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3.8

億元的長者醫療券追加撥款、100億元醫管局公私營協作措施及2015/2016

年度司法人員加薪4.41%。不過，會議昨日用了近一半時間審議128億元

工程撥款，多名反對派議員四度提出中止待續及休會。民建聯議員譚耀宗

直指，項目幾乎沒有爭議，「我們已經停了好多次，再停下去只會浪費資

源」，要求反對派議員要務實一點。

在通過128億元基本工
程儲備基金撥款後，財
委會以「開快車」的速
度通過3個撥款申請，
包括涉及3.8億元的長者
醫療券計劃追加撥款。

在以36票贊成，1票反對獲得
大比數通過後，「人民力量」
議員陳偉業竟稱自己按錯反對
掣，要求修改。主席陳健波表
示，會要求秘書處記錄在
案。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則指，會

叫長者在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
時，不要投票予陳偉業。
在財委會昨日討論長者醫療

券計劃時，工聯會議員麥美娟
關注醫療券的申請年齡可否降
低，及增加可累積的金額數
量。食物及衛生局回應指，若
將醫療券申請年齡由70歲降
至65歲，每年會增加7億元的
額外開支，又不希望長者累積
醫療券金額而不使用，「這樣
會有違政策原意。」

當局：在內地擴展須考慮實際操作
當局續指，醫療券將進一步

在內地擴展，但須考慮內地電
腦系統及匯款等實際操作，並
要確保監察制度能如常運作。
若進一步擴展，很大可能在深
圳的香港醫療機構應用。
其後，會議通過向醫管局撥

款100億元作為基金，推行公
私營協作措施。工黨議員李卓人稱，醫
療體系現時千瘡百孔，現時基金內的金
額不是即時投資在體系之內，而是每年
投入4至5億元，建議將100億元資助輪
候多時的病人，資助他們到私營機構診
症。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回應指，

該100億元只是種子基金，期望能為醫
管局提供恆常投資回報，以便推動公私
營協作。她續指，當局亦希望將現時的
壓力，及輪候時間長的醫療服務，在私
人市場尋找協助。
另外，財委會亦通過2015/2016年度
司法人員薪酬調整建議，追溯至2015年
4月1日起計算，將法官及司法人員薪點
的金額上調4.41%。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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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委會昨日加開四節共8小時的會議，商討多項
撥款申請，首先繼續處理涉及逾128億元的基

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包括古洞北石仔嶺安老院
舍、蓮塘香園圍口岸、昂坪至大澳建纜車初步研究
等。多名反對派議員質疑逾6億元預算費用的石仔
嶺安老院舍工程，擔心未能如期在2021年落實，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更多次問及當局是否有後
備方案及撥款用途。
發展局回應指，徵地範圍涉及16萬平方呎土地，

有需要支付補償及特惠津貼，收地補償約每平方呎
2,200元計算，預料收地開支約為2.5億，故總額逾
6億元。一旦新大樓的落成時間延遲，特區政府有
計劃將石仔嶺附近的非安老院舍改建，暫時安置受
影響的長者，詳細計劃正進行探討。
其後，「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在第一節會議後
期提出中止待續動議，但終被否決。同黨的陳志
全及工黨議員張超雄、社民連議員「長毛」梁國雄
也先後提出中止待續及休會臨時動議，同樣遭到否
決。

「長毛」玩嘢 提40臨時動議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在第二節會議時強調，有關項
目已討論8小時，不少提問重複，決定讓每名議員
作最後兩分鐘發言，之後開始處理議員提出的臨時
動議。梁國雄在第三節會議開始前，向主席陳健波
提交40項臨時動議。陳健波不接納其中13項，另
22項兩求梁整合為2項，另外5項也要整合為2項，
但梁國雄最終並無作出整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謝曼怡指，若中止
待續獲通過，後果非常嚴重；若議案未能在4月1日
前獲得撥款，特區政府將無法繼續逾8,000個項目。
她續指，議員建議抽起古洞北安老院舍大樓項目，無
助加快安置石仔嶺花園安老院長者；至於纜車方面，
當局亦會認真研究大嶼山居民意願和對環境影響。

李慧琼：財會進程令人失望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財委會的進程令人失
望，特區政府已主動行出一步，約見立法會議員調
動議程，希望反對派議員理解撥款是涉及多項工
程。民建聯議員譚耀宗指，工程項目「幾乎99%沒

有爭議可以獲得通過」，但反對派議員仍提出中止
待續動議，與前日情況相若，「我哋停咗好多次，
再停下去只有浪費資源。」
經民聯議員林健鋒也批評，反對派刻意引起爭
拗，又認為今屆立法會若不完成審議其他撥款申
請，對香港社會經濟都不利。
最後，有關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申請經過兩日

共逾八小時的討論後，昨日以33票贊成，3票反對通
過，隨後「開快車」通過3項撥款申請，包括長者醫
療券、公私營協作措施及司法人員薪酬調整等。不
過，財委會議程還有3個項目未處理，如更換警務處
電腦系統及前堅尼地城焚化爐土地除污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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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議員無視立法會會
議及財務委員會積壓大量議
程，激進反對派更為「抗衡」
激進「本土派」，避免今年立
法會選舉「失票」而越玩越
激。在選舉中「領教」過激進
派「威力」的公民黨新晉議員
楊岳橋，就再試圖兩面討好，
將激進派在議會的種種醜態賴
在特區政府「不願溝通」上，
但又承認特區政府已接納了反
對派意見調動議程的建議，可
謂前言不對後語。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一連兩

日會見議員，討論調動立法會及
財委會議程，惟反對派一直採取
不合作態度。民主黨主席劉慧卿
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承認，自
己在議會二十多年未見過議會像
目前情況般差，「（激進反對派
議員）做咩企晒上枱啊！下一步
怕企上天㗎啦！」

「政府不想我們攞分」
不過，她就反咬特區政府及

建制派稱，這是因為他們「不
想與我們合作」。因為若合作
讓議案通過，反對派就會因
「做到嘢」而在今年9
月的立法會選舉上「加
分」，「他們不想我們
攞分。」她又稱，特首
梁振英公開講過要趕反
對派走，「所以他們好
自私，情願『攬住
死』，都唔想為香港做
事。」
被問到前日財委會會

議有議員擲陰司紙，楊
岳橋就「返炒」他為旺

角暴徒開脫時的說辭，稱無論是
擲杯、擲陰司紙還是早前自己帶
「大聲公」開會，所有事件背後
的原因都是政府「壓迫」，「拒
絕溝通」，只希望以票數優勢投
票通過議程，又說反對派不是個
個都「癲」，還反問主持人：
「大家唔通覺得我係個會攞『大
聲公』嗌嘅人？」
他承認，擲完陰司紙也解決

不了問題，又承認前日財委會
會議前夕接到政府的信函，表
示會接納他們的意見，將具爭
議性議程調後。楊岳橋稱此是
「踏出正確的一步」，又有信
心在餘下數月任期仍可以通過
民生相關議程。
被問及港珠澳大橋、高鐵撥

款等爭議項目結束後，餘下議
程爭議相對較小，但財委會前
日4小時會議仍未能表決128億
元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申
請，反對派會議召集人、工黨
議員何秀蘭在同一節目上聲
稱，身為「負責任」的議員，
在餘下議題仍然會向官員提問
作監察，又稱有關項目仍存在
爭議，特區政府應該「要有預
期」再遭到反對。

激進議員企晒上枱
劉慧卿嘆廿年最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行政立法關係緊張，而今屆立法會會期
剩餘只有4個月時間，但仍有多項議案
尚未處理。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
慧琼昨日指，香港的問題不單只在特區
政府一方，立法會議員也有責任，倘只
推卸責任，只會令香港繼續陷入困局。

卸責別人 港續陷困局
李慧琼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香港目

前面對的問題「大家都有責任」，「若只
說別人責任，（香港）會繼續困局落去」。
她不希望立法會繼續議而不決，又批評反

對派議員多次用會議程序打斷會議進行，
「他們經常講有很多問題想問政府，但為
何又要利用程序來打斷會議？」
她坦言，在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

三年多，自己最不開心的是部分市民有
「敵對感覺」，在一些議題上只因時間
表及表達方式不同就演化成敵對。
她希望市民不要將香港人自己當成敵

人，應向前看「放下敵對」，否則
「（香港）幾難有運行」。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在同一節目

上批評，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及財委會會
議目前的情況，已經到不合理及反常水

平。

林健鋒批反對派「拉布」「抽水」
林健鋒指出，目前香港社會氣氛緊
張、政治掛帥，民生議題也常被政治
化，反對派議員「逢水必抽」、「逢布
必拉」，不利於香港經濟發展、改善民
生，希望反對派讓步。
他又期望，特區政府應以溫和的方式

解決問題，而建立互信很重要，「退一
步海闊天空，用較軟的方法處理。」不
過，「即使一方伸出橄欖枝，都要另一
方接受。」

李慧琼：港問題立會議員有責

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期間，
公民黨的楊岳橋被黨友讚到
「天上有地下無」。不過，議
席已得，現在談的是今年的立

法會換屆選舉，即使是黨友也「無面畀」！有撐
激進「本土派」的網民最近就在facebook上載一
段短片，可見毛孟靜發言期間，疑因為楊岳橋
「阻住」她「慷慨陳詞」而怒斥對方的短片。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連續數天討論由反對派拉布
而積壓的各項撥款申請，備受傳媒的關注，故對
反對派議員而言，這是他們一個表演「怒批政
府」的絕佳舞台，特別是他們發言時的畫面倘被
電視看上轉播，就「真係攞彩」。近日，網民
「月巴革便」就在其facebook上載一段會議期間
的短片。
該片所見，毛當時正在「慷慨激昂」地力數政府

不是，惟坐在她前面的楊岳橋，就不時與坐在自己
旁邊的同黨議員郭家麒「密斟」，結果毛怒斥楊不
要「擺來擺去」，搞到她「頭暈」。楊最後尷尬地
向對方打了一個拇指向上的「好」手勢。

網民寸楊「注定無得出頭」
「月巴革便」留言「寸」道：「在毛山素姬

（毛孟靜）面前，楊岳頭（橋）注定無得出
頭。」不少同為激進「本土派」的網民也留言揶
揄楊岳橋。「Henry Chan」就以公民黨在新東補
選時的宣傳來諷刺毛孟靜：「又話大局為重
嘅？」

「Lai Fan Chan」則稱，「（毛）好大嘅官
威！」「Erumasu Wong」質疑，「生得高係
罪？」「Shun Yaau」就稱：「（楊岳橋）好暴力
阿（啊）搖尼（嚟）搖去！」有人更留言「我為
楊岳橋感到可憐」。 ■記者 鄭治祖

阻住「慷慨陳詞」楊岳橋被「毛婆」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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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第16/033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3月22日

頭獎：-
二獎：-
三獎：$127,020 （36注中）
多寶：$9,714,863

23 25 35 39 42 43 14
■由左至右：毛孟靜怒斥楊岳橋的連環鏡頭。

■李慧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出席一個活動後表
示，政府願意釋出善意調動立法會議
程，是經與反對派及建制的議員溝通，
而今屆立法會會期只剩三個多月，時間
不多，相信市民都希望議員踏實做一些
市民樂見的事。
工黨4名立法會議員昨日向財委會主

席陳健波提出動議，要求撤銷就高鐵工程追加196億元撥款的表
決，曾鈺成表示，立法會與各委員會已表決的議案，並無機制可
以推翻，若議員要提司法覆核是另一回事。

曾鈺成：市民盼議員踏實做事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晚終成功通過4項撥款申請，金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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