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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終過 工務撥款盼速批
財爺批拉布費時無謂 籲理性務實審議申請

撥款草案三讀投票結果
贊成 (49人)
民建聯：李慧琼、譚耀宗、陳鑑
林、葉國謙、陳克勤、何俊賢、
梁志祥、葛珮帆、蔣麗芸、鍾樹
根、陳恒鑌、黃定光

■草案以49票贊成、18票反對獲通過。
彭子文 攝

■經過兩個半月後，立法會昨日終於三讀通過
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
彭子文 攝

■曾俊華感謝議員支持通過財政預算案。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反對
派瘋狂拉布影響，經過漫長的兩個半月
後，立法會昨日終以大比數三讀通過財
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是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任內發表共 9 份預算案以來，
獲得支持票數最多的一份。曾俊華表
示，特區政府會盡快處理預算案的法定
和行政程序，落實惠民措施，又批評有
議員利用毫無意義的拉布，浪費議會大
量時間與資源。同樣受拉布影響的工務
工程，對推動經濟發展和保障相關行業
就業有非常重要作用，他呼籲議員以理
性務實態度，審議工務工程的撥款申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宣佈辯論
結束，其後在曾俊華動議
下，三讀表決撥款條例草
案，當時有 68 名議員在席，
曾鈺成依例不投票。
在席的建制派議員，和民
主黨、「公共專業聯盟」議
員莫乃光與梁繼昌，及衛生
服務界李國麟的支持下，條
例草案以 49 票贊成、18 票反
對獲得通過。
曾俊華在草案獲通過後會
見傳媒時表示很高興，並非
常 感 謝 49 名 支 持 草 案 的 議
員，尤其建制派議員長時間
付出不少精神和體力參與會
議，又批評今年是連續第四
年有議員在審議草案時拉
布，今次雖有主席作出妥善
安排，加快審議時間，但整
個過程仍歷時達兩個半月，
其間更多次流會。這些無意
義的拉布，浪費大量時間及
資源。

政府速落實惠民措施
他續說，條例草案在昨日
通過後，政府會盡快完成後
續的法定和行政程序，讓各
項提振經濟、為民紓困、促
進經濟發展的措施，得以盡
快落實，協助各階層市民應
對目前所面對的經濟壓力。
曾俊華提到，外圍環境持

續不穩，本港經濟面對下行
壓力，因此已特別將政府預
算總開支增加 14%達 5,000 億
元 ， 比 10 年 前 增 加 超 過 一
倍。這些額外資源將用作提
供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
服務，又推出支援措施，協
助中小企渡過經濟難關，保
障市民就業。有關的稅款寬
減、提高免稅額和豁免差餉
等，亦可減輕市民生活負
擔，推動他們增加消費。

工程振經濟作用重要
不過，目前仍有大量政府
工務工程有待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審批，曾俊華強調，工
務工程對推動經濟發展和保
障相關行業就業有非常重要
作用，因此他呼籲議員們以
理性務實態度，審議工務工
程的撥款申請，讓這些工程
可盡快開展。他會繼續密切
留意本港經濟及勞動市場就
業情況，確保能平穩增長。
被問及是次條例草案獲得
的支持票，為其任內最多，
曾俊華表示，他在每一次公
佈預算案後，都會爭取所有
議員的支持，因為他覺得每
一份預算案都值得他們支
持，「我過去如是，今年亦
都是這樣。」不過，他笑
言，「很多時候我們（特區
政府）得不到他們的支持，
我們都會失望。」

無視市民福祉 今年票債票償
財政司司長曾

 1? 俊華在財政預算
案中提出總值達
388 億元的稅務
及短期紓困措施，受惠者遍
及中產與基層，令市民在本
港現時經濟環境欠佳期間，
仍可稍紓財政壓力。惟一些
自私自利的反對派議員，為
求拖垮政府施政，不惜以全
港市民的福祉作為籌碼，以
拉布作阻撓，令惠民措施差
點成為泡影。這種不負責
任、影響市民生活的行為，
實應受嚴厲譴責。
其實在議會上毫無節制的
拉布，已令不少市民大受影
響，就如曾俊華昨日特別提
到的政府工務工程，便不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施政備受拉布阻礙，連
牽涉廣大市民福祉的財政預算案
連串惠民措施，亦差點被拖垮。
立法會昨晨復會，就撥款條例草
案展開最後一場辯論。多名建制
派議員批評反對派是在騎劫議
會，浪費議會大量時間。
由反對派議員提出的 400 多項
修訂，已於前日被全部否決，會
議亦通過將其他的修正案總目納
入附表。惟「人民力量」議員陳
偉業在昨日會議一開始，就提出
點算人數，企圖重施故伎。

李慧琼：修訂瑣碎無聊

請。

立法會大會經過四星期審
議，終於在昨日中午由

建制派責反對派騎劫議會

在工務小組及財務委員會受
盡拉布阻撓未能上馬，今年
度政府向立法會提交 72 項、
總值 675 億元的工程撥款申
請，至今財委會只批出 100 多
億元的工程，建造業的失業
率亦較去年第四季增加
0.8%，情況令人憂慮。
如情況持續，本港經濟發
展及就業市場將會繼續受
損，令香港「全輸」，因此
反對派議員實應好好思量，
是否要繼續令我們的社會受
累。如反對派議員堅持繼續
置普羅市民的福祉於不顧，
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受
盡「折磨」的選民實在沒理
由要將手中一票投給你們。
■記者 高俊威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批評，拉布
議員戴上「為民請命」的光環，
卻用錯方法爭取訴求，提出大量
瑣碎無聊的修訂，是在騎劫議
會，浪費時間。
她期望政府官員在立法會回復
正常運作後，做好經濟「防冬」
工作，繼續推動社會和經濟發
展。

王國興：拉布證明失敗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狠批拉布議
員不合理和不正常，必受到唾
棄，又指根據過往經驗，已證明
拉布是失敗的，因此奉勸議員不
要再拉。
他更挑戰拉布議員說：「如
果你們能夠說到一句半句，來
證明拉布有效、拉布成功，我

經民聯：梁美芬、張華峰、石禮
謙、林健鋒、梁君彥、盧偉國
新民黨：葉劉淑儀、田北辰
勞聯：潘兆平
自由黨：田北俊、張宇人、鍾國
斌、方剛、易志明
民主黨：劉慧卿、何俊仁、涂謹
申、單仲楷、黃碧雲、胡志偉

當眾吃了這張（批評拉布）橫
批！」

「公專聯」：梁繼昌、莫乃光

梁君彥：浪費大量時間

獨立：謝偉俊、馬逢國、吳亮
星、姚思榮、廖長江、陳健波、
謝偉銓、林大輝、李國麟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指，預算
案的審議由上月至今，已用了
約 16 小時進行二讀辯論，約 65
小時辯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其間用於點算人數和流會的時
間 達 20 小 時 ， 又 用 了 10 小 時
表決修正案，已浪費大量時
間。他尊重議員用發言來發洩
對政府的不滿，但議會已積壓
大量法案等待二讀和三讀，議
員應更善用時間，而不應不停
點人數，更要學懂在議會有限
時間內精簡地表達意見。

反對 (18人)
■李慧琼
彭子文 攝

公民黨：陳家洛、郭榮鏗、梁家
傑、毛孟靜、郭家麒、楊岳橋
工黨 ：李卓人、張超雄、張國
柱、何秀蘭
社民連：梁國雄
「人力」 ：陳偉業、陳志全

梁美芬：勿再阻延運作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則舉起「生
性 D（啲）」紙牌，希望反對派
「生性」，不要阻延議會運作，
為議會爭取更好形象，惟其發言
內容卻遭反對派質疑離題。
另外，會議發生了一段小插
曲：王國興在發言時重提日前被
社民連議員「長毛」梁國雄襲擊
一事，惟曾鈺成指他離題，要求
他停止發言和坐下，但王卻繼續
發言，並對曾的決定表示強烈不
滿。曾回應指，如果議員不遵守
議事規則，他沒有選擇餘地，只
能命令有關議員離開會議廳，促
請議員自重。王國興聞言坐下，
會議繼續。

工聯會：黃國健、陳婉嫻、王國
興、麥美娟、鄧家彪、郭偉強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
街工 ：梁耀忠
■王國興

彭子文 攝

民協 ：馮檢基
教協 ：葉建源
其他 ：黃毓民
缺席 (2人)
經民聯：劉皇發
獨立 ：梁家騮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依慣例沒有投票

■梁美芬

整理：記者 聶曉輝

彭子文 攝

市民怨阻惠民措施害基層

受反對派持續拉布影響，今年財政預算案撥款
條例草案，延至上月中旬才於立法會進行辯論，
其間三度流會，昨日終於表決通過。不少市民對
立法會花費超過 100 小時審議及表決而感到氣
結，稱若議員想完善預算案而提出意見是正常，
但實情是基於政治原因而拖延時間，結果使惠民
紓困措施未能如期發放。
張小姐表示，新財政年度已經過了一個半月，
立法會才通過財政預算案，是「慢幾拍」。很多
基層市民亟待政府補貼，但反對派議員近年為了
政治立場、個人利益而經常拉布拖延時間，更影
響正在輪候的議案，最終受苦只是普羅大眾。
她強調，立法會議員應為市民謀福祉，令香港
經濟向好，而非每每渲染及放大政治事件，這樣
只會浪費時間。

點人數屢流會浪費公帑
李婆婆表示，近年立法會形象不佳，反對派議
員「什麼都拉一餐」。如果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做
得不好，議員可以提出意見，但事實上「都唔係
正經提意見」，結果造成數次流會，浪費納稅人

金錢，「每開一次會都係錢。」
她說，自己作為長者，大半生工作貢獻社會，
如今希望得到政府的照顧，然而屢屢拉布只會影
響發放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結果累到老人
家！」
馮先生表示，財政預算案是政府經濟發展大
綱，然而立法會經常拉布，等於拖延本港經濟發
展。他批評反對派議員不務正業，又指公共服務
如醫療、教育及福利等，通通都要錢，尤其基層
市民生活困難，如果政府未能如期發放資助，
「受影響的基層市民應找誰幫忙？」

■李婆婆

彭子文 攝

■馮先生

文森 攝

■陳先生

文森 攝

■張小姐

彭子文 攝

立會變製造問題有何用
陳先生認為，財政預算案早於 2 月宣讀，竟然
等到本月中才通過，認為效率極慢，不符港人以
快見稱的特點。他不滿反對派議員屢屢點人數，
導致立法會三番四次流會，「（這些議員）除了
浪費時間同金錢，有什麼作用？」立法會的作用
是解決問題，何以變成製造問題？「有意見就三
口六面講，成日拖拉好激氣！」
■記者 文森

審議三度流會延兩個半月
財政預算案中的稅務及惠民紓困
措施，需經立法會通過 2016 年撥款
條例草案才能夠實施。不過，「人
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及陳志
全在今年 3 月初已聲言會就預算案拉布。4 月，反
對派共提出達 2,168 項修訂，其後被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大刀闊斧刪減，僅餘407條獲接納。

0$

曾鈺成大刪修訂合併辯論

曾鈺成同時就草案的辯論環節作出清晰和妥善安
排，包括將預算案辯論按主題分為 5 場，及預留與
去年相若的60小時會議時間，「劃線」期望於本月
11 日能完成預算案三讀表決。不過，立法會其後因
反對派議員缺席並點算法定人數， 令會議連續兩
星期因法定人數不足流會，曾鈺成即時「變招」，
決定合併兩場辯論。最後，反對派就預算案提出的
407項修正案全遭否決。
由 4 月 13 日恢復二讀撥款條例草案以來，反對派

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超過 90 次，共浪費 20 小
時，更三度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今年，立法會
合共花費超過100小時審議及表決撥款條例草案。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今年已是第四年有議員
就《撥款條例草案》拉布，草案由 2 月底至昨天，
歷時兩個半月才通過，是一段頗長時間，拉布期間
不少時間都花在點算人數上，而對上三個星期的會
議，都曾因人數不足而出現流會。這些沒有意義的
拉布，浪費大家大量時間和資源。
■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