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繼近期多個新激進政黨提出「公投自決」後，昨日傳統
反對派政團的中青一代聯署發表所謂《香港前途決議文》
宣言，提倡港人透過「民主授權和有約束力的機制，自行
決定2047年後的香港政治地位」。宣言妄求修改基本法，
保障「香港自治」，以「自決決定香港政治地位」。這種
論調，是打着基本法旗號反基本法，企圖另起爐灶搞「完
全自治」，與「港獨」勢力鼓吹的「公投自決」並無區
別，都是精心包裝的「港獨」思維。

宣言提出四點主張，其中最要害的是，有關「自治」和
「自決」的論述。第一點主張，雖然承認基本法體現了
香港的自治地位，卻主張「修改基本法當中不合理的條
文」，以充分確立和保障香港的自治地位；第二點主張
則稱，2047 年後香港的政治地位，必須「經由香港人民
透過有充分民主授權、以及有約束力的機制，自行決
定」。有關的主張貌似尊重基本法，尊重「一國兩
制」，實質上完全閹割了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企圖
篡改基本法，借助依法無據的「自決」，達到「實質港
獨」的政治目的。

按照基本法，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中央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推進香
港的民主政制發展，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明確香港
落實普選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這就是中央依法保障香港在
「一國兩制」之下實行高度自治的最好證明。可惜，反對
派奢求違憲違法的「真普選」，否決了符合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的普選方案，剝奪了港人的普選權。如今宣言反咬一
口，指「人大 8．31 決定」壓碎了「中港良性互動的願
望」，中央「控制香港自治空間」，因此要修改基本法，
以保障香港的自治地位。這分明是無視「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的規定，試圖另搞一套，口頭肯定基本法維護高度自
治，行動上破壞基本法，為「完全自治」尋找方便之門。

至於宣言說，港人可通過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人民
自決權」，「由香港人民自由決定香港的政治地位」，更
是瞞天過海的誤導謊言。國際公約有關民族自決的規定，
只適用於謀求獨立的殖民地。自古以來，香港就是中國的
領土，中國政府早於1972年第27屆聯合國大會成功將香
港從殖民地名單中刪去。香港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部
分，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民族，根本不存在民族自決的問
題。中國憲法、香港基本法都規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就算是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也有明確
闡述，香港主權屬於中國。因此，香港不存在2047年「二
次制憲」的問題。基本法規定的「50年不變」的內涵，是
指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絕對無關香港作為中
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基本法無一處提及或含有
論述「自決」的條文，宣揚「內部自決」決定香港「二次
前途」，完全是誤導港人。

宣言集合不少傳統反對派的中青代，以個人名義參與聯
署。宣言有關「自決」的主張，與近期出現的激進組織所
鼓吹的「自決公投」如出一轍。這一政治現象，反映傳統
反對派不敢明目張膽撐「港獨」，但又想攫取激進選民的
選票，尤其是一班等候上位的中青代，迫不及待拋出「自
治、自決」宣言，討好激進選民。對這種政治動向，政府
有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就基本法、香港憲制地位的大是大
非問題，及時作出權威的表述，讓港人明白任何形式、各
種名目的「港獨」都是違憲違法的、是香保持港繁榮穩定
的最大敵人。

（相關新聞刊A2版）

「自決政治地位」是精心包裝的「港獨」
立法會昨復會審議財政預算案，中

午時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反對派
議員又一次濫用議會程序浪費寶貴的
議事時間，企圖阻撓財政預算案順利
通過，惹來廣大市民和社會輿論的強
烈批評。在香港多個行業經濟數據不
理想，失業率開始上升，亟待採取措
施應對的環境下，社會主流民意希望
立法會議員能夠履行職責，專心議
事，讓有助中小企、零售業及旅遊業
度過經濟困難的財政預算案能夠如期
通過，讓廣大市民可以從中受益。

導致昨天立法會會議流會的責任，
是非常明顯的。首先是少數反對派議
員繼續拉布，他們不斷要求點算人
數，拖延會議進程；其次，一些反對
派議員無心開會，沒有及時返回，當
時只有三名反對派議員在席，導致法
定人數不足而流會。反對派議員為一
己之私，過往經常在影響香港重大發
展的議案上拉布拖延，創科局的成立
被一拖三年，白白耽誤了寶貴光陰和
浪費大量發展機會；版權條例修訂案
被拉布拖死，香港因此喪失了保護知
識產權和促進相關產業發展的機會。
如今面對財政預算案這個關乎經濟發
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議程，尤其是在
香港經濟面對嚴重挑戰的情況下，反

對派議員居然照拉不誤，這充分暴露
他們罔顧香港社會利益、罔顧民生。
他們口頭上說為市民，但所作所為，
卻是完全違背了廣大市民的意願，損
害了市民的根本利益。

作為一名立法會議員，最基本職責
便是出席會議，盡責議事、為民發
聲。少數反對派議員為了迎合自己的
選民，經常刻意製造拉布和流會，令
議會無法正常運作，無疑是有違立法
會議員的基本職責。目前香港經濟情
況嚴峻，最新一季的整體失業率為
3.4%，就業不足率為1.4%，失業人數
達13萬，這些數據都達到近兩年來新
高。香港現有兩大重災區行業，一是
建築業，二是零售及飲食業。建造業
有3.5萬人失業，零售及飲食業則有近
7 萬人失業。為了應對經濟和社會挑
戰，預算案提出了總額達388億元的紓
緩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中小
企業、零售業、旅遊業渡過難關，以
保住打工仔的飯碗，對減低失業率，
穩定經濟大局將可發揮相當的作用。
讓預算案如期通過，是廣大市民的殷
切期待，也是香港社會的急切需要。
因此，廣大市民呼籲，立法會議員應
該順應民意，集中精力開好會議，讓
寶貴的議會時間真正用得其所。

立會又流會 辜負社會期望

建制批故意流會 反對派負全責
「三丑」7點人數 馮檢基梁耀忠企廳外 會議差1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又流會！立法會昨晨開始繼續審議落實財政預算

案各項紓困措施的撥款條例，立法會「三丑」（陳志全、陳偉業及梁國雄）7次要求點算

出席人數。中午，「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提出點算人數。儘管建制派有31人在席，但

反對派僅3人在席，而身在會議廳外的民協議員馮檢基及街工議員梁耀忠更無進入會議

廳，會議因法定人數欠1人而流會。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故意不進入會議廳，必須為

流會負全責，而事件反映出他們只是為做政治秀，無心為市民福祉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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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點名批評在點算人數時寧在會議廳外
向徘徊也不進入議事廳的民協議員馮檢
基，及街工議員梁耀忠，昨日均「不約而
同」地辯稱，他們當時正接受傳媒訪問，

又向市民道歉，但同時將責任推向「所有議員」身上，
試圖逃避罪責。

馮檢基聲稱，自己當時正接受傳媒電話訪問。由於對方
問及有關民協初選和反對派協調的「政治敏感」問題，他
要「集中精神回應」，並留意時間緊迫，「我行到入去
時，保安已拉起咗條繩，唔畀我入去，我估係差一秒時
間，我只能夠講係無心之失，要講句唔好意思。」

梁耀忠卸責：未出席者皆有責
梁耀忠則稱，自己當時正在會議廳附近走廊接受訪

問，沒有留意鐘聲只餘極少時間，到有記者通知他才意
識到時間緊迫，立即「除咪」起步跑回會議廳，惟未能
趕及。他稱，自己並非有意製造流會，又覺得所有沒有
出席會議的議員都要「承擔責任」。

是次流會的始作俑者，「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聲
稱，在流會後，建制派議員在鏡頭前表現得很憤怒，但
他們轉頭就在微笑，反映他們「最想流會」。

社民連議員「長毛」梁國雄則稱，流會是「意料中
事」，因為主席曾鈺成已定於5月11日三讀表決，建制
派議員不怕因流會需要加開會議，令他們留在會議廳開
會的意志「更加薄弱」。 ■記者 鄭治祖

阿基稱遲一秒 死撐「無心之失」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再因反對派
瘋點人數導致流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坦言，他對
此感到非常失望，並相信香港市民都會感覺到失望。

他強調，香港經濟今年將面對困難，希望新年度
財政預算案提出的388億短期紓緩措施可盡快落實，
希望議員理性、務實去審議有關的條例草案，「我希
望議員就這一方面不要真的損害到市民的利益了。」

曾俊華在一公開活動後回應到立法會昨日流會時
指，外圍經濟環境欠佳，作為外向、小型的經濟體，
香港經濟也不會好。上月，香港失業率上升了0.1%，
「數字就不是高的，但這是市場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信息。」他認為，失業的情況有可能會增加的，故他
在新年度預算案中提出388億的短期紓緩措施。

措施可助零售旅遊渡難關
他續說，當局希望這些紓緩措施可以協助中小企，特

別是零售業、旅遊業等渡過困難時期，也可以保到打工
仔的飯碗，及減輕市民生活上的負擔和刺激消費，而市
民都希望這些措施可以盡快推出，「但如果撥款條例草
案是不通過的話，這些措施是不能實行的。我希望議員
就這一方面不要真的損害到市民的利益了。」

被問及他估計有關的撥款條例草案何時可以通
過，曾俊華說，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已定了時間表，
「如果跟着這個時間表，主席說在5月11日那次的會
議應該會完成。……我希望它（條例草案）盡快、
越快（通過）越好，下個星期更好。」

財爺促速過紓困措施勿害市民 反 對 派
又導致立
法 會 流
會。民建
聯立法會
議員譚耀
宗和梁志
祥在流會
後繼續履
職，把握
時間落區
為選民登
記。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及陳偉
業，和社民連議員「長毛」梁

國雄，以「不滿特區政府拒絕落實全民
退休保障」為由，不斷要求點算人數圖
阻礙議會的正常運作，前日就出現過數
次險些流會。昨日上午會議甫開始，
「三丑」就不斷要求點算人數。直到中
午，陳志全提出點算人數離開會議廳，
令反對派僅3人在席，馮檢基及梁耀忠
則在會議廳外「接受傳媒訪問」而未有
進入會議廳，終導致流會，須待下周三
復會才繼續處理撥款條例草案。

建制派議員對反對派議員不負責任感
到強烈不滿。當時正協助主持會議的立
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梁君彥批評，陳志
全不斷提出點人數，刻意製造流會，即
表示他們覺得不需要太多的辯論時間，
故毋須為流會補時，相關撥款條例草案
如期在下月11日三讀表決的時間不會
改變。

李慧琼批「口說不身體誠實」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其facebook撰

文，批評「反對派口裡說不 身體卻很
誠實」。她說，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前日
宣佈「限時剪布」，反對派即時反對，
稱裁決不合理，剝削了議員的發言時
間。「如果議員真的珍惜發言時間，合
理的做法不是把握機會，盡量發表意
見？為何反對派反其道而行，不斷提休
會、點人數，這不是進一步壓縮議員的
發言時間？」

她批評，部分反對派議員表明支持預
算案，但對於其他議員發動拉布卻袖手
旁觀，任由議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
會。流會一刻，在席的反對派議員只有
3人，其餘24人都不在席，「難道失蹤
議員『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只
為擺政治姿態，而非從市民福祉着
眼？」

譚耀宗：一味鬧人無心議事
民建聯議員譚耀宗也指，曾鈺成已安

排時間妥善處理修正案，讓議員有足夠
的發言機會，反對派議員大打拉布戰，
但根本就「無話可說」，又懶得找發言

資料，只懂「一味鬧人」，更採取了最
懶的方法，不斷要求點人數藉以拖延，
更刻意不開會製造流會，實「無心議
事」、「精神狀態好有問題。」反對派
必須對流會負最主要責任，

蔣麗芸：人工照攞會照唔開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批評，反對派「講

明支持財政預算案，更高唱讚歌」，
「但點解依然搞拉布、唔開會，最後重
搞到流會！今日會議廳只有3名反對派
議員在席，其他人去晒邊? 一句講晒：
人工照攞，但會就照唔開！市民朋友
們，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請你作出
明智的抉擇吧！」

黃國健：故意製造流會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則點名批評，民主

黨早前聲稱會支持財政預算案，但其主
席劉慧卿在傳召鐘聲響起時並沒有即時
進入會議廳，而馮檢基當時寧在會議廳
門外「傾電話」，也不進入會議廳，是
故意製造流會。

王國興批無良無恥無誠意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則批評，反對派議

員做法「無良、無恥、無誠意」，拉布
一天已浪費了225萬元公帑。

繼 續 履 職

■■建制派議員批評流會反映出反對派只是為建制派議員批評流會反映出反對派只是為
做政治秀做政治秀，，無心為市民福祉議事無心為市民福祉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