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陳志全、李卓人等人竟倡議削減消防處開支至零，此舉令公眾

嘩然，被不少網民斥責「冷血」！但當有消防人員在救火時殉職，引起大眾關注支援消防的

問題時，梁國雄立即「打倒昨日的我」，暴露政客不做實事，只會在立法會拉布，罔顧全港

市民的利益，更利用一切機會「抽水」做騷，無恥行徑令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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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這位過氣政客，無人理會，寂寞難耐。
「七一」前夕，他作為英國保守黨反華的主將，
跳出來賣力推銷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發表的中
國人權報告，指手畫腳形容銅鑼灣書店事件令人
震驚，胡說什麼籠罩內地的恐懼已蔓延香港，為
反對派的「七一」遊行催谷人數。英國江河日
下，人權問題一團糟，彭定康有何顏面和資格奢
談香港人權問題。
彭定康身為「末代港督」，為阻撓香港順利回歸

祖國，悉心部署港英所培養的勢力潛伏。香港回歸
至今19年，遭遇風風雨雨，彭定康脫不了關係。這
一次英國保守黨的人權報告，攻擊香港「步向死
亡」，居心叵測，目的就是要煽動港英當年培植的
香港同盟者，利用人權問題，醜化攻擊中國中央政
府和特區政府，干預香港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搶
奪香港管治權。彭定康很清楚，單憑反對派，興風
作浪能量有限，英國保守黨赤膊上陣，他彭定康更
要在關鍵時刻傾盡僅餘的政治能量，為士氣低落的

香港反對派打「續命針」。
彭定康拿人權問題對中國政府進行誣衊和攻

擊，又羅列英國保守黨邀請陳方安生、黃之鋒等
人的所謂證供，根本是事前已寫好的亂港劇本，
有計劃、有預謀在回歸紀念日發難，激化政爭，
破壞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但是，上帝和彭定康開
了一個大玩笑。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出人意料，後
遺症不斷擴大，首相、保守黨主席卡梅倫被迫黯
然下馬。不僅保守黨可能四分五裂，北愛爾蘭、
蘇格蘭、倫敦都爭着說要公投獨立，「大不列
顛」快要變成「小英格蘭」。德法兩國更要求英
國迅速辦理脫歐手續，把英國當作殺雞儆猴的對
象，以免形成脫歐的骨牌效應。目前英國舉國上

下，悲觀情緒瀰漫，為英國的衰落憂心忡忡。彭
定康連自己國家的問題都無能為力，提不出任何
解救的妙計，卻惡毒詛咒「香港正在自亡」，真
是多管閒事，毫無自知之明。
彭定康談香港的人權問題，怎麼不先談英國的人

權問題。別的不說，此次脫歐公投，引發英國出現
大量攻擊少數族裔、攻擊穆斯林的言行，有政客利
用種族矛盾誤導英國民眾支持脫歐。這種侵犯人權
的行為，遭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強烈譴責。支持
留歐的工黨議員被槍殺，原因是她反對種族歧視、
反對脫歐。連國會議員最基本的生存權也保障不
了，彭定康不如先關心一下自己國家的人權問題
吧。香港的事，用不着「肥彭」瞎操心。

彭定康有何顏面和資格奢談香港人權 徐 庶

梁國雄漠視消防員安全 冷血「抽水」令人反感

牛頭角淘大工業村迷你倉四級大火，焚燒超過100多
小時後終被救熄，消防人員日以繼夜與火神搏鬥，盡忠
職守，為的是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電視畫面所
見，消防員英勇進入火場救火，毫無畏懼，盡顯消防專
業精神，亦深深撼動廣大市民的心弦！他們每一位都是
特區寶貴的資產，每當聽到有消防隊員犧牲，都會觸動
每一位香港市民的神經，不幸地，是次火災導致兩名消
防人員殉職，令大家感到十分難過。

倡削減消防開支至零傷天害理
無可置疑，救火滅災的工作必須要有先進的設備輔
助，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每年特區政府

都會預留一定的財政預算開支，用來購置先進消防裝
備，以加強消防隊伍的救火滅災能力。奈何今年的財政
預算案卻受到立法會反對派政客拉布影響。更甚的是，
關乎全港市民安危的消防處預算，竟被反對派政客狙擊
要求修訂。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陳志全、李卓人
等人竟倡議削減消防處開支至零，此舉令公眾嘩然，被
不少網民斥責「冷血」！
有網民在面書上翻出上述3名反對派議員兩個月前在

立法會提出削減消防處開支修訂的舊賬。當時，3人在
財政預算案提出修訂，要將消防處運作開支和個人薪酬
全年撥款削至零元，並要削去更換和購置消防車輛等開
支，引起網民直斥，反對派「草菅人命又一實證」！亦

有輿論怒斥他們，「泯滅人性，天地不容！」梁國雄、
陳志全、李卓人完全漠視消防員和市民的安全，以削減
消防開支狙擊財政預算，打擊施政，不僅不合情理，而
且為搞政爭不惜傷天害理。當時消防處五個工會發表聯
合聲明，指有關修正案若果通過，會令市民生命財產受
到極大威脅。
諷刺的是，當日前有消防人員在救火時殉職，引起大

眾關注支援消防的問題後，梁國雄立即「打倒昨日的
我」，在其面書網頁上稱，「用在不辭勞苦、冒着生命
危險救人的消防員的裝備，必須要最好，這不是錢的問
題，也如醫療開支一樣涉及人命關天，絕不應胡亂剝
減，要減的該是跨境大白象工程上。」政客即是政客，
不做實事，只會在立法會拉布，罔顧全港市民的利益，
並提出不合理的修訂建議，但在關鍵時刻則立即跑出來
「抽水」做騷，無恥行徑令人反感！

事事拉布 罔顧公眾利益
反對派議員為癱瘓議會運作，不計後果，毫無意義

地事事拉布，企圖拖跨特區政府施
政，結果令很多對民生非常重要的議
案被拖延，包括消防處的預算。事實
上，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是審議法例，
根據合法的議事程序，依循會議表決
原則去完成各項修訂工作，這是他們
的責任。因此，廣大市民絕對不會容
忍任何人搞破壞、拉布及癱瘓政府，
以致損害廣大市民的利益。如果任由拉布行為繼續下
去，立法會將陷入停頓，許多議案包括涉及大眾民生
事項的議案均不能通過落實，受害的最終是全港市
民。
筆者相信，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些議員做實事，

哪些議員專門搞破壞，大家心中有數，肯定會在今年9
月立法會選舉作出明智的選擇，踢走那些不合格、不稱
職的議員，讓立法會、讓香港重回正軌，這才是香港之
福。最後，在此向兩位在迷你倉大火中殉職的消防人員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你們是香港人的驕傲！

黃國恩 香港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聲稱，近年不時有人批
評行政機關沒有按「用人唯才」的原則委
任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成員。民政事務局局
長劉江華昨日以書面答覆，強調絕無此
事，並表示委任時會考慮有關人士的才
幹、專長、經驗、誠信和參與服務社會的
熱誠，認為目前委任制度基本上運作暢順
及有效。
劉江華表示，特區政府的諮詢及法定

組織是公共行政重要的一環，社會各界人
士及團體可透過這些組織，在特區政府制
訂政策和籌辦公共服務的不同階段給予意
見，參與各種公共事務。
他強調，特區政府委任諮詢及法定組
織非官方成員的原則是用人唯才，「各決
策局及部門委任其轄下的諮詢及法定組織
的成員時，會考慮有關人士的才幹、專
長、經驗、誠信和參與服務社會的熱誠，
並充分兼顧有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職能和
工作性質，及出任有關法定組織成員的法
定要求。」

委任制運作暢順有效 會續檢視
劉江華並指，特區政府認為目前諮詢及法定組
織非官方成員的委任制度基本上運作暢順及有
效，但也會繼續檢視有關政策和機制的運作，務
求令諮詢和法定組織繼續作為市民參與制訂公共
政策的重要渠道，有效輔助政府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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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年反對
派議員不斷利用議事規則在立法會拉布、瘋
狂點算人數以製造流會等，阻礙議會運作。
立法會前秘書長吳文華表示，當日立法會撰
寫議事規則時，全部引用回歸前立法局的議
事規則，建議新一屆立法會考慮修改議事規
則，調低「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減少
藉點算法定人數以製造流會的機會，確保立
法機關的工作暢順。

撰《手冊》講規則 上載立會網站
有見議事規則近年被扭曲，立法會用了

300萬元及3年半時間，由曾在立法會工作
逾20年、前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編撰《立
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一
書，並於昨日舉行簡介會，希望透過將議
事規則和程序放到歷史視角中，加深社會
大眾對立法會的了解。有關書籍共印發了
400本並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吳文華表示，《手冊》旨在解釋議事規

則制定的原意和理念，讓議會有先例可
循，供議員及大眾參考。對於近期議會內
就37A（毋須預告動議議案）的爭論，吳文

華解釋，37A在2006年時才出現，當時是
因為會議上有具爭議的議案，主席才容許
議員不經預告提出建議，讓官員明白議員
的訴求，「本來只是反映意見的方法，現
卻阻礙了立法會工作。」
按現行議事規則，在政府法案二讀後，

立法會會議便隨即進入「全體委員會階
段」，而拉布議員也是在該時段不斷點人
數，以拖延表決時間。吳文華指出，香港
基本法只規定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不
得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並沒有限制
「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建議把「全
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透過修訂議事規
則的方式，調低至20人左右，便可避免點
人數浪費時間的問題，及流會的風險。
吳文華也透露，立法會主席在維持議會
秩序上有一招「必殺技」，就是議事規則
36A(1)及(2)，只要主席一站起來，全體議員
必須立即坐下和停止發言，否則主席有權
驅逐議員離場，但現屆主席曾鈺成一直未
有使用。曾鈺成解釋，由於議員都願意服
從主席的指示，而情況未至於太惡劣，故
未有使用。

吳文華倡減「全體」法定人數防流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媒體報道，許家屯於美國時間6月
29日凌晨零時12分在洛杉磯家中去世，終年100歲。
許家屯於1983年至1989年任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

長，1990年2月離休，同年4月底經香港出走美國。
1991年被開除黨籍，並被撤銷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職務。

許家屯在美國去世

為爭政治籌碼誤導市民
約400名市民自發到立法會示威區外
請願，批評反對派經常將不同事件政治
化、戲劇化及醜化，並且將罪名歸咎於
政府，藉此作出攻擊。他們又抗議何俊
仁利用林榮基事件，抹黑特區政府，誤
導香港市民，認為其目的都是為自己爭
取政治籌碼。
參與請願的鄭先生指出，林榮基在內

地違反法律，但回港後卻投訴港府沒有
提供協助，認為他實際上是「講大
話」。至於為他「護航」的何俊仁，更
一直炒作事件，企圖藉此令香港市民感
到惶恐，並對政府、「一國兩制」及香

港基本法有所動搖。

憂AV仁變「港獨派代理人」
鄭先生續指，林榮基曾公開表示自己支

持「港獨」，是名副其實的「港獨派」，
何俊仁擔當他的「代理人」，又協助他開
記者會，質疑何俊仁有何居心，「某程度
上佢都支持『港獨』嘅理念」。他批評何
俊仁只是為了爭取反對派在9月份立法會
選舉的政治籌碼，才協助林榮基。
另一批約20名市民昨日也到立法會示

威區請願，抗議反對派議員曾要求削減
消防開支，罔顧市民及消防員利益。他
們昨日也一起悼念在九龍灣迷你倉火災
中殉職的兩名消防員，並對參與救災行

動的其他消防員深表敬意。

為政治原因不顧市民利益
發起活動的林先生表示，有立法會議員

因為政治原因而不顧市民利益，動輒提出
各項修訂以拉布，其中社民連梁國雄、「人
民力量」陳志全和工黨李卓人，早前在立
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時就提出修訂，要求
削減消防處開支至零元，令他感到十分不
滿，因此到場向他們遞交抗議信，請他們
承諾不再要求削減消防開支，讓消防員可

以得到更好的設備。
不過，3名議員最終沒有出現，林先

生等人將抗議信遞交立法會保安後散
去。陳志全回應事件時稱，自己只是立
項批評消防管理層沒有善用資源，又強
調自己贊成增加消防資源和改善待遇。
此外，林榮基昨早再到警察總部錄取

口供。曾說警方提供人身保護更實用的
他，昨日稱警方考慮為他提供人身保
護，但他卻說要視乎情況，包括保護的
形式等，才決定是否接受。

抹黑拉布削消防開支
反對派禍港激起民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種種禍港行為，

引起不少市民的不滿。昨日就有兩批市民到立法會示威區

請願，分別聲討曾要求削減消防開支的拉布議員，批評他

們罔顧市民及消防員利益，及批評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利

用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聲稱被內地拘禁一事，來抹黑香

港政府，誤導香港市民，藉此動搖市民對「一國兩制」的

信心，直斥其做法只為爭取政治籌碼。

黃 國 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前有傳民建聯於上
屆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利用票站調查即時數據配票，
被指涉違反選舉事務處的票站調查指引。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回應指出，上屆立法會選舉沒
有政黨申請做票站調查，至於民建聯的個案，選舉事
務處現正跟進，如有人違規，會按既定程序處理。
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昨日在立法會上就有關問題提

出口頭質詢。譚志源回應指，根據選舉事務處的資料，
沒有任何政黨人士或機構申請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投票
日進行票站調查。對此個案，選舉事務處正在跟進中，
若有證據顯示有獲批准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或機構違反
《指引》的規定，選管會會按既定程序處理。

葉國謙質疑「雷動」有否違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在會上重申，民建聯並無進

行過任何票站調查，他自己作為該黨上屆立法會選舉的
統籌，也沒有發出過停止拉票的指示。他並反問，「佔
中三丑」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所謂「雷
動計劃」，為反對派配票會否違反選舉法例。
譚志源表示，選管會未有正式渠道了解有關計劃，

但重申選舉廣告的定義除了是促使或阻礙某人當選，
也涉及不同的選舉條例。

上屆立選 無政黨做票站調查

鍾樹根今講去向
料拍張國鈞參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前揚言考慮退黨參選立法會港島
區直選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經過近一個月的「考慮」後，
終於作出決定，並將於今日下午在立法會舉行記者會，詳細交代情
況。有指鍾樹根顧及到與民建聯的多年感情，打消了退黨的念頭，
再加上考慮到目前的政治形勢，預計9月立法會選舉對建制派來說將
是一場硬仗，因此決定與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合組參選名單，希望
能夠成功「保送」張國鈞入局，完成交棒給年輕一代的使命。

fb上載照片仍打民記黨呔
近日成為網絡紅人的鍾樹根，計劃透過facebook直播整個記者會的
過程。日前鍾樹根在fb上載一張疑似競選照片，當中他打着民建聯的
黨呔，令外界相當關注其去向。鍾指出，記者的眼睛「好犀利」，聲
稱張相係舊相、條呔只係「求其打」云。至於會否與張國鈞排名單，
鍾樹根說︰「我排第二？我排第六都得啦，有乜所謂啊！」
有指在各方人士出面游說下，鍾樹根終打消退黨的念頭，並決定協
助黨友張國鈞參選。至於鍾樹根9月過後有何去向方面，據悉他也正在
研究，考慮從事教育界、公關或商界等工作，但可以肯定不會再參選
區議會。換言之他將會對其近半生的地區工作「說再見」，開展另一
段新生活。成功力谷他成為網上紅人的「根毛毛」，也準備回歸民建
聯，但未來會以兼職的形式，繼續幫鍾樹根在網絡世界馳騁。

■大批悲慟
的巿民要求
李卓人、梁
國雄及陳志
全承諾以後
不要再削減
消防開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