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玩「失場」立會「三連流」
十餘議員動議修正獲安排發言 點人數僅兩在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再因

法定人數不足，連續第三個星期「流會」。

立法會昨日審議《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未料開會不足15分鐘，在「人民力量」議

員陳志全提出點算人數下，因法定人數不足

而「流會」。其中，公民黨及自由黨議員全

體缺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流會」後表

示，原先安排昨晨4個小時讓10多名提出動

議修正案的反對派議員辯論，惟「流會」前

僅兩名有關議員在席，顯示他們不想發言，

故他不會增加議員的發言時間，下星期會直

接進入表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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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22議員潛水
反對派

公民黨 (6人)：陳家洛、郭榮鏗、梁家傑、
毛孟靜、郭家麒、楊岳橋

民主黨 (4人)：劉慧卿、何俊仁、黃碧雲、
胡志偉

工黨 (3人)：李卓人、張超雄、張國柱

公共專業聯盟 (1人)：梁繼昌

社民連 (1人)：梁國雄

「人民力量」 (1人)：陳偉業

「新民主同盟」 (1人)：范國威

街工 (1人)：梁耀忠

民協 (1人)：馮檢基

教協 (1人)：葉建源

其他 (2人)：黃毓民、李國麟

建制派

民建聯 (3人)：何俊賢、梁志祥、葛珮帆

工聯會 (1人)：鄧家彪

經民聯 (4人)：劉皇發、梁美芬、張華峰、
石禮謙

自由黨 (5人)：田北俊、張宇人、鍾國斌、
方剛、易志明

新民黨 (1人)：葉劉淑儀

獨立 (4人)：馬逢國、吳亮星、盧偉國、林
大輝

其他 (1人)：梁家騮

整理：記者 文森

立法會再因法定人數不足，連續三星期第三次流會。立法
會議員的職權是審議法例，通過合法的議事程序，遵循議會
的表決原則，完成各項修訂工作。反對派濫用議事程序，不
履行職責，肆意拉布流會，令立法會無法正常運作，浪費公
帑，阻礙施政，損害民生。立法會主席果斷剪布，具有合理
性、迫切性和重要性，完全是撥亂反正的需要，可以切實維
護香港利益和廣大市民福祉。

反對派為了拖延審議《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16位反
對派議員提出多項動議修正案，準備打拉布戰。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原本安排 4 小時，給提出動議修正案的議員進行辯
論，但反對派僅有兩名議員出席會議、其他反對派議員全數
缺席。其中令公眾氣憤的一個情節是，「人民力量」的陳偉
業在立法會點人數時，站在會議廳門口不肯入內，更對流會
發出哈哈笑聲，手舞足蹈。反對派議員提出動議卻不出席會
議，裡應外合點人數製造流會，他們根本的目的絕非要審議
預算案，而是搞事，將立法會當作政治表演場，討好激進選
民，自己不履行議員的職責，又阻礙其他議員履行職責。

為了應對當前香港經濟面臨的嚴峻挑戰，預算案提出總額
達388億元的紓緩措施，可以幫助中小企渡過難關，保住打
工仔的飯碗，對穩定經濟發揮積極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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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立法會首次流會後表示，希望草案盡快通
過，否則388億元的短期紓緩措施就無法實行。去年預算案
拉布過長，導致低收入在職人士交通津貼遲了幾個月才推
出，損害眾多基層打工仔家庭利益。然而反對派議員冥頑不

靈，重施故伎，近日造成多次流會，拖垮議會正常運作，直
接影響民生，令人忍無可忍。

昨日利用點算人數拖延議會正常運作的反對派議員陳志
全，會後聲言「流會是意料中事」，更揚言未來每次審議亦
會流會收場。根據立法會資料，今屆立法會至今年2月底，
一共3年多時間，已經點算人數1,100多次，浪費超過38日
的會議時間，若以每日大會會議需使用255萬元公帑計，即
已浪費1億元公帑。今屆立法會任期7月結束，所餘會期不
多。如果預算案審議時間太長，後面的法案匆匆通過，就要
冒粗疏立法之險；如果趕不及通過，相關法案就會作廢，要
待下一屆立法會推倒重來，可謂費時失事。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為了促成合理的議事效率，改變一貫做
法，早前已劃下審議時限，不管流會多少次，會於 5 月 11
日的會議直接就 400 多項修正案進行表決。但是，面對反
對派的瘋狂拉布，昨日曾鈺成又表示，若然下周三（11
日）的大會再流會，就只能順延至再下周三（18日）進行
表決。他坦言按照《議事規則》及基本法，無法阻止議員
點算人數的行為，唯有交由公眾評論。反對派肆無忌憚拉
布流會，預算案審議曠日持久地拖下去，立法會被癱瘓，
廣大市民深受其害。事實上，根據基本法及《議事規
則》，以及法庭的判決，明確賦予立法會主席權力，行使
終止辯論權及就審議定出時間表。相信立法會主席會承擔起
維護立法會和特區政府正常運作的責任，快刀斬亂麻，堅決
制止拉布流會，有效維護社會整體利益。這樣做，必定得到
主流民意的全力支持。

流會意在搞事 剪布撥亂反正
近日有美容公司涉嫌提供治療癌症等頑疾的「另類療程」，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指衛生署有指引監管具風險的醫療程序，政府也正
起草法例，加強監管私營醫療服務。本港美容業出現許多「劍走偏
鋒」的踩界服務，不僅損害消費者權益，更危及市民生命安全。政府
應該根據業界生態的變化，及時提升監管效力，盡快透過立法或修例
消除灰色地帶，保障消費者權益。

警方最近聯同衛生署破獲一宗美容中心保命療程騙局。由於該療程
標榜不須承受化療、電療之苦，不少被癌症困擾的人士紛紛獻上巨資
購買「另類療程」，結果病情非但未有好轉，甚至變得嚴重，有人因
延誤醫治而離世。

這些所謂「另類療法」成效難以求證真偽，從業員亦無需資格考
核，令病人的生命安全無法得到保障。更離譜的是，一些「另類療
法」禁止病人接受正規的醫學治療，延誤患者病情，造成失救的結
果。令人憂慮的是，目前本港尚未立法將不涉及任何醫療的「另類療
法」納入監管範圍，一旦出現醫療事故，市民根本無從投訴及作出追
究，這也正是行業亂象頻出的原因。面對涉及「另類療法」的投訴和
事故層出不窮，政府不應該聽之任之、袖手旁觀，而應該盡快就「另
類療法」進行立法或修例規管，以法律的約束力督促從業人員規範行
為，為患者提供法律保障。

美容業近年在港發展迅速，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競爭愈趨激烈。為
了爭奪客源和市場，業內衍生了形形色色的不良銷售手法和違規經營
行為，給監管帶來了新挑戰。儘管政府三年前將醫療和美容服務區
分，但是政府規管仍追不上業界的變化，導致監管滯後。政府應該緊
貼業界動向，根據行業經營模式的變化完善規管措施，防止有不法之
徒鑽空子，損害消費者權益。

立法規管「另類療法」保障消費者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
祖）立法會再度因反對派瘋點人數而流
會，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昨日批評，
昨晨會議僅4名反對派議員出席，證明反
對派無心開會，不斷要求點人數以製造流
會只為「搞事」。他擔心頻頻流會將嚴重
影響立法會形象。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則強
烈譴責拉布議員行為可恥，濫用權力點算
法定人數，浪費公帑。

譚耀宗：「三丑」志在搞事
譚耀宗表示，昨晨議程原定安排官員

答辯，再由反對派議員發言，但不少反對
派議員表現得「意興闌珊」：每次流會都
是因為反對派只得數名議員在會議廳，大
部分都不在席，「27個人很多時都只得
三三兩兩，最多四五個人在席。」

他並點名批評社民連議員梁國雄、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及陳偉業「志在
搞事」。
王國興表示，根據立法會資料，今屆

立法會至今年2月底共3年多，反對派已
點算人數1,100多次，浪費超過38日的
會議時間，若以每日大會會議需花費255
萬元公帑計算，即已浪費近 1億元公
帑。
他點名批評陳偉業昨日在點算人數

時，站在會議廳外不肯入內，更對「流
會」發出哈哈笑聲，是非常不尊重場合。

蔣麗芸：明知先發言仍缺席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在其facebook批評，

是次「流會」「罪在修訂議員！」她指，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前晚已宣佈，昨晨4小

時會議優先編排給提出修訂案的13位反
對派議員發言，「換言之，建制派今早是
得個「坐」字，但多位建制議員依然一早
到場。反而13位獲優先發言的『泛民』
只有兩人出席而導致流會。……11人，
無故缺席，導致流會，難辭其咎！」

陳恒鑌：應以選票踢出議會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坦言，他過往很少

厲聲批評反對派的拉布行為，對方近日造
成多次流會，拖垮議會正常運作，直接影
響民生，實在令人「忍無可忍」。雖然根
據現行法例及議會規條，立法會未能直接
禁止有關行為，但絕非完全無計可施，呼
籲市民擦亮眼睛，在緊接的立法會選舉作
出明智選擇，用手中一票踢走反對派，選
出真正為香港的議員。

立 法 會 議 員 以 公 帑 支
薪，理應為民服務，但連
番「流會」反映反對派議
員尸位素餐，大批網民狠

批該些議員漠視市民福祉。「Tang Woon
Cheung」批評：「開工都唔夠半粒鐘就收
工，垃圾議員，陳偉業條乞衣（兒）仲要企
門口揮手都唔開會，簡直厚顏無恥，浪費納
稅人啲錢，點解要我交稅養班×街。」

有網民則指，反對派「欠香港人呢條數，
留待九月（立法會換屆選舉）一筆過還
啦」。

陳偉業「呃嬲」惹公憤
有facebook專頁昨日轉載了立法會「流會」

的短片，顯示「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在點算
人數時，站在會議廳外無賴地揮手。不少網民
對此按下「憤怒」及留言。「BB頭看世界」
無奈指：「又流會……但計落，都開咗15分

鐘呀；今日無人掟嘢、無人報警、無人被
捕……算係咁架（㗎）喇……對住呢班質素嘅
『議員』，仲可以要求甚（什）麼？」

更多網民對自己納稅支付反對派薪酬感到
不滿。「Kwok Sang Anthony Ng」說：「全
無貢獻，浪費公帑，立刻解散立法會，不合
（格）質素低議員！」「張明」說：「何解
可以是這樣而沒辦法？要修改法例了吧！扣
薪糧是最基本的！」「Ar Chuen Chan」說：
「用出席率計人工啦，打工仔手停口停。」

網民「Wal Lau」說：「小學生都有紀
律，大人不守法紀，真好笑。」「Tsui
Laito」批評：「垃圾會的蝗蟲，既不願開
會，就應扣薪，何需客氣，浪費公帑！」

「Notty Bebe」」則指：「垃圾會應實施
打 咭 （ 卡 ） 上 班 制 ， 免 浪 費 公 帑 ！ 」
「Edith Law」說：「搞下（吓）事就有10
幾萬（人工），真係幾好做。」

■記者 文森

王國興責點人數嘥近億公帑 不開會照出糧 網民：票債票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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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於昨晨9時復會，原訂先處理由16
名反對派議員提出，包括公民黨議員

毛孟靜、郭家麒，「人民力量」議員陳偉
業、陳志全，工黨議員李卓人、何秀蘭，民
主黨議員劉慧卿及「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
威等提出的多項動議修正案。不過，有關人
等大部分均不在席，陳志全即提出點算人
數。

會議靠建制派24人撐場
在召集鐘響後15分鐘，16名提出修正案的
反對派議員，僅陳志全及何秀蘭在席，建制
派儘管有24人在席，但反對派只有5人在
場，令會議廳只有29人，距離足夠法定人數
尚欠6人，曾鈺成宣佈休會。
曾鈺成在會見傳媒時表示，他早已安排昨
日上午有4小時的辯論時間，讓官員及動議
修正案的議員發言，惟相關議員儘管知道應
該出席發言，但「流會」前只有兩位議員在
會議廳內，「包括先前發言時曾表示不夠時
間發言，（表達）不滿的一些議員今早都沒
有出席（會議）。」
他批評，在全體委員會審議《2016年撥款
條例草案》過程中，有議員不斷提出點算人
數，更造成多次「流會」，令議會時間「完

全無作用地浪費」，對此再次表示遺憾。由
於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及香港基本法規
定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因此如果議員有
意用點算人數來浪費議會時間，坦言「暫時
我們是無能為力、不能阻止」，只能夠讓公
眾來作評論。

下周三或直接進行表決
曾鈺成續指，立法會將於下周三（11日）

的會議，就400多項修正案進行表決，再將
各項總目納入附表進行辯論及表決。原本有
3位局長指會於修正案表決前發言，現時則
會再詢問局長是否想發言，若他們想，會先
讓官員發言，其後再進行表決。
他預計下周五（13日）中午休會前，立法

會有足夠時間完成《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三讀。面對反對派的「拉布戰」，曾鈺成表
示，若然下周三（11日）的大會再「流
會」，就只能順延至再下周三（18日）進行
表決。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一公開活動致辭

時提到，立法會正審議撥款條例草案，由於
部分議員繼續進行無意義的拉布，導致昨晨
再次「流會」，但他相信在曾鈺成安排下，
草案下星期會進入最後的表決階段。

立法會昨日準備進行財政預算案有關議員修訂的最
後一場辯論，但會議一開始，「人民力量」議員陳志
全就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最終因會議廳內不足35人的
法定人數而「流會」。一直站在會議廳外的陳志全同

黨陳偉業（大嚿），得悉再度「流會」一刻，竟然興奮地揮舞雙
手，更加哈哈大笑。
站在會議廳門外的陳偉業，當時盯着正在播放開會情況的電視熒

幕，更倒數道：「三、二、好！流會！」他又走到入口位置看一看
門口的繩子，然後攤開雙手稱：「想入都入唔到！」根據立法會開
會視頻尾聲，可以看見站在會議廳門外的陳偉業臉上掛着笑容，更
朝向會內鏡頭動作誇張地揮手。

反屈建制派人數不足
他其後接受傳媒訪問，非但沒有為個人言行致歉，更稱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早前為辯論設下時限的裁決，猶如「養懶人」，令建制派
已失去鬥志維持有足夠法定人數開會，認為今次「流會」反映「保
皇黨」的「失職」和「不堪」，又稱「保皇黨保皇不力，應該全部
集體辭職」。
利用點算人數拖延議會正常運作的陳志全，也試圖將「流會」責

任諉過於人，竟稱「流會」是由於曾鈺成早前決定草案的表決時
間，令建制派議員在明知不會影響結果下不出席會議，猶如失去
「鬥志」，不再維持會議有足夠法定人數云云。 ■記者 文森

「小學雞」大嚿會議廳外哈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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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稱不會再增加議員發言時間。

■昨日立法會「流會」一
刻，站在會議廳門外的陳
偉業竟興奮得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