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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玩程序」喪拉 撥款未決
陳健波：部分議員發言逾20次 今日最後一輪「即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繼續

審議涉及128億元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在4小時會

議中，反對派花近1小時討論修訂整體撥款機制問題，又

花近1個半小時辯論休會動議，最終動議遭否決，亦未能

就撥款進行表決。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表示，連同工務小組

委員會，現已花22小時討論該筆撥款，部分議員已經發言

超過20次，今日加開的會議讓議員再發言一次後，就會處

理臨時動議。

財會處理基本工程撥款情況

年份 處理撥款時間

2013年 1小時

2014年 1.5小時

2015年 1.5小時

2016年 9.5小時

2017年* 8小時

*直至昨日會議為止

拉布情況
開會次數 4次

開會時間 8小時

提出休會次數 2次

發言次數 106 次 （63 次
關 於議案、43
次關於審議程
序）

資料來源：財委會 製表：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立法會議員
朱凱廸及姚松炎早前建議修訂整體撥款機
制，只要不少於20名議員提出書面要求，
政府須將個別項目抽出由財委會另行審
批。不過，財委會主席陳健波稱，參考政
府及立法會的法律意見，認為動議為立法
會增加審議程序，不合乎規程及法例，因
此不能在財委會上提出動議。
立法會財委會昨日花近1小時討論修訂
整體撥款機制問題。不少反對派議員不滿
陳健波裁決，又質疑修訂機制是立法會內
部事宜，而行政及立法是分開，因此主席
不應詢問政府法律意見。
陳健波稱，根據過往立法會主席裁決的
個案，主席可以因議案與法例產生矛盾、
無意義或越權，裁定不符合規程而將議案
退回。

他又說，朱凱廸及姚松炎是根據公共行
政條例而提出修訂，若要修改法例的執行
情況，須參考法律意見，而有關修訂是加
入新審議程序，因此不接納建議。

建制挺主席最終裁決
民建聯李慧琼稱，主席的意見是最終決

定，不應在會議浪費時間批評及討論有關
問題，否則是縱容拉布。
廖長江表示，不希望再就有關裁決進行

辯論，亦須尊重主席決定，否則議事規則
是形同虛設。
民建聯陳克勤稱，主席的決定是不容

置疑的，為令議會暢順運作，主席裁決
不可能令所有人都滿意，若議員不服裁
決可循其他途徑解決，不應浪費議會時
間解釋。

修訂整體撥款不合規程被退回

受反對派拉布影響，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仍未表決
涉及124億元的基本工程
儲備基金，令建造業界不
滿。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和
另外3名立法會議員，昨
日與建造業大聯盟代表見
面，聽取他們就拉布對業
界之影響。李慧琼批評反
對派議員拉布，挾持市民
福祉，呼籲他們停止拉布。
李慧琼昨日在facebook帖文表示，自己與柯創

盛、劉國勳及黃定光會見了建造業大聯盟的代
表，聆聽他們反映財委會拉布對業界的影響。目
前，建造業現有大約33萬前線員工、10多萬專
業人士和文職人員、以及大約1.3萬名學生，間
接養活香港近100萬人口。

她坦言，如財委會無法在4月1日前通過撥
款，估計會有過萬名工人及從業員被停薪、欠
薪、甚至裁員，數以百計的顧問公司、承包商和
分包商，很可能因政府違約「拖數」而面對財務
困難，甚至可能倒閉。
她批評，反對派議員拉布，是挾持百萬市民的

福祉，並呼籲他們停止拉布。 ■記者文森

李慧琼批拉布挾持市民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政府計劃
興建的十一號幹線，接駁北大嶼山公路和
元朗公路。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昨
日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上表示，新幹
線能配合洪水橋新發展區和元朗南發展，
紓緩新界西北對外交通的擠塞。他又說，
工程複雜及龐大，估計由前期規劃到通車
需時要十多年，如未能及時興建，到
2036年，屯門公路、汀九橋和大欖隧道
將會非常擠塞，故有必要展開可行性研
究。
十一號幹線將會接駁北大嶼山公路和元

朗公路，橫跨馬灣海峽至青龍頭，再北上
藍地接駁元朗公路。項目將提交至工務小
組委員會申請可行性研究撥款，涉及
8,770萬元，研究預計於下半年展開，
2020年完成。

倡增接駁點縮工期
多名建制派議員支持項目，但認為要增

加接駁點和縮短工期。新民黨田北辰建
議，十一號幹線可接駁到青山公路，而增
加青山公路的轉接點，更能達至新界西北
交通分流效果。
有反對派議員則認為，現正興建的屯門
至赤鱲角連接路能應付交通需求，又質疑
當局在車流方面估算有錯。
有議員指，幹線需十多年後才能完成，
建造費有機會高於1,000億元，對解決新
界西交通擠塞的幫助不大，倒不如重新考
慮興建屯門至荃灣鐵路。
邱誠武回應稱，研究走線接駁時會吸納
議員意見，把幹線的效益發揮並減低滋
擾，又稱要就走線、環境評估進行可行性
研究，才知道工程的造價估算。

建制挺建十一號幹線

會議期間，反對派議員多次要
求政府運用酌情權，抽起涉

及橫洲項目工程。香港眾志羅冠
聰提出休會動議，並花近1個半小
時辯論，最終在20票贊成，33票
反對下否決動議。
公民黨郭家麒聲言，橫洲項
目具爭議性，政府不肯與受影
響村民商討，批評政府挾持議
員須讓橫洲項目與其他工程綑
綁審議。
街工梁耀忠稱，政府是迫議員

做罪人，如果不通過撥款，便批
評他們令社會無法向前行，是想
激化社會撕裂，而非解決問題，
做法可恥。
何君堯反駁，反對派議員經常
用休會的伎倆，很討厭和消極，
不利香港整體利益。
民建聯李慧琼認為，每個項目
或多或少都有反對意見，質疑是
否有人反對便要叫停項目。
工聯會陸頌雄批評，反對派不
是認真審議，而是「玩程序」，
又稱橫洲項目已經討論了數年，
如不通過撥款，又要再多花數年
時間開展項目，認為政府不能開
壞先例把具爭議性項目抽出來。

政府代表重申，曾與反對及支
持橫洲項目人士多次召開會議，
又稱因技術、棕地等問題，先進
行橫洲第一期公屋工程，希望能
盡快批出撥款。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劉

震表示，該公屋工程重要，政府
認為不適宜抽走項目。
他又強調，該筆撥款涉9,600個
項目，其中逾8,000個已經進行
中，如果不獲撥款，小型工程、
學校工程及斜坡工程等均受影
響，對市民帶來不便，同時影響
數以萬計中小企員工生計。

106次發言43次問程序
陳健波在會議結束前說，連同

工務小組委員會，已花22小時討
論該筆撥款，議員共發言106次，
當中43次是詢問議事程序，部分
議員更發言超過20次。
他續指，2013年至2015年，僅

以1小時至1.5小時處理該撥款，
去年花9.5小時處理，而今年財委
會已開了8小時會議。
他表示，議員在今日會議作最

後一輪發言後，便會處理臨時動
議。

■■李慧琼李慧琼、、柯創盛柯創盛、、劉國勳及黃劉國勳及黃
定光昨日與建造業大聯盟代表見定光昨日與建造業大聯盟代表見
面面，，聽取他們的意見聽取他們的意見。。 fbfb圖片圖片

■昨日128億元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仍未能表決。圖為建築地盤。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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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立法會交
通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中九龍幹線工
程，多名議員關注工程之噪音及空氣污
染問題，期望政府加建全封閉式隔音
罩。惟政府稱此舉額外增加裝消防裝置
和設備，在技術上並不可行。在多名議
員反對下，議案最終被否決交到工務小
組委員會審議。
多名建制派和反對派議員均表示，幹線

附近的駿發花園居民會受空氣污染和噪音
影響，希望當局能興建全封閉式隔音罩。
不過，運輸及房屋局表示，全封閉式隔音
罩不屬於環境許可證下之要求，加上如興
建全封閉式隔音罩，就需額外增加裝消防
裝置和設備，例如規模較大的排煙系統和
逃生通道，在技術上並不可行，因此只會
建半封閉式隔音罩。

中九龍幹線全長4.7公里，連接油麻
地至九龍灣，並在啟德接駁將軍澳藍田
隧道。政府指，幹線能紓緩九龍主要東
西行幹道交通的擠塞，料造價為424億
元，工程包括在友翔道至上海街建造一
段長約390米的隧道，拆卸油麻地多層
停車場大樓、油麻地專科診所新翼及油
麻地玉器市場等，如獲財委會批准，最
快今年第三季動工，目標是2025年完
工。
另外，由油麻地居民及關注人士成立

的「關注中九龍幹線大聯盟」，約二十
多名代表昨早到立法會請願，並向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及劉國勳遞請願
信。大聯盟要求政府在加士居道天橋興
建全封閉隔音屏，並把隔音屏由駿發花
園向北延伸至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中九龍幹線否決裝全封隔音罩

區域法院昨天判處參與去年初旺角暴亂的三個暴徒各
入獄三年。法官在判詞中指出，法庭不能姑息這類暴力
行為，判刑須起阻嚇作用，亦要傳遞一個訊息：任何人
參與這類暴動需明白是要付出代價。行政長官候選人曾
俊華在回應此事時聲稱，「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這種
事情再發生，不是發生了如何處理」。他的這番說話暗
藏謬誤，實際上是以政治凌駕法治，把公眾注意的焦點
從法庭如何依法處理暴亂事件、彰顯法治，轉移到從政
治角度去看待事件，暗中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的管治。
這和反對派一向以來的說法一脈相承，對事關法治尊嚴
的問題「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對攻擊特區政府施政
的政治指控就「無限放大、死咬不放」。如果讓這種輕
法治、重政治的謬論暢行無阻，香港的法治根基必將動
搖。

對去年初參與旺角暴亂的三暴徒，法庭繼前日裁定暴
動罪罪名成立之後，昨天判處其各入獄三年。法官指
出：從呈堂片段可見參與暴亂的上述人士，不斷向警方
防線投擲玻璃樽及竹枝，明顯有意令警員嚴重受傷，情
況極之嚴重。法庭判刑應考慮維護公眾利益，以收阻嚇
作用。法官還強調，不論任何理由，暴力即是暴力，各
人行為需要付出代價。判決清晰地說明，香港是一個法
治社會，對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危害公眾利益的暴動罪
行，不管有什麼冠冕堂皇的名義，也絕不能姑息；今後
如果有人還膽敢施行暴力衝擊，必將受到法律的嚴厲制
裁。

香港主流社會歡迎法庭的上述判決，認為彰顯了法
治，有助遏制反對派和激進勢力煽動的暴力衝擊行為。
而特首候選人曾俊華在回應時稱，絕對尊重法庭判決，
但又指「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這種事情再發生，不是

發生了如何處理，而是這種事根本不該發生。」這番話
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但仔細辨析就發現其中暗藏謬
誤。

按照基本的邏輯次序，旺角暴亂既然發生，首要的問
題就是依法處理，對參與暴亂的分子繩之以法，以儆效
尤；然後當然要認真探討暴亂發生的社會土壤、政治生
態、管治優化等等問題。在這兒，次序先後是明顯不過
的，正如一個人身上長了毒瘤，首先當然是切除毒瘤，
然後才是檢討如何防毒瘤再生。而旺角暴亂、「港獨」，
就是香港社會肌體上的毒瘤，首要的自然是切除毒瘤，
保證香港不會被毒瘤吞噬。治病和防病，本來就該是
「有病治病、無病防病」。具體到旺角暴亂問題，懲治
暴徒，阻嚇激進暴力勢力再肆意妄為，關乎彰顯香港法
治的尊嚴，關乎維護香港法治的根基，對於香港來說，
難道不是最重要的嗎？至於認真探討暴亂的綜合原因，
有效防止事件再次發生，當然必要，但在重要性上絕對
不應有凌駕性。這才是香港主流社會認同的邏輯關係。

以此看曾俊華昨日的回應，根本的邏輯謬誤，就是引
導社會大眾認為「防治比懲處更重要」，檢討政治責任
比依法懲處更重要。回想旺角暴亂發生之後，反對派當
時的反應如出一轍。民主黨及公民黨雖然譴責了暴力及
縱火行為，但馬上又把焦點放在要求政府檢討小販政
策，言下之意，就是指政府的政策引發了這場暴亂；工
黨和「人民力量」則稱事件是「民怨爆發」，歸咎梁振
英上任後導致民怨沸騰。在反對派當日和曾俊華現今的
說辭中，大家看到，他們一貫口口聲聲強調的法治核心
價值，重要性遠遠不如攻擊梁振英和特區政府施政不
濟。為了他們的利益需要，政治根本就是要凌駕法治
的。

法庭判決彰顯法治 曾俊華回應以政治凌駕法治
一如所料，美聯儲日前公佈了金融危機

以來的第三次加息，將利率再上調 0.25
厘，但本港並沒有馬上跟隨加息，本港樓
價近日反而再創新高。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和金管局總裁陳德霖都提醒，在聯繫匯率
之下，香港跟隨美國加息只是遲早的問
題，屆時必定會影響資產價格，置業人士
要密切留意自己的承擔能力及風險。如果
只因一時不加息而不斷高追樓市，所累積
的風險只會越來越大。有意入市的市民，
無論是投資還是自住，都必須作充分的壓
力測試，謹慎評估自己加息後的供樓負擔
能力。特區政府亦應考慮出台更多措施，
冷卻樓市的非理性熾熱氣氛。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加息不利樓市。但
如今的樓市已如脫韁之馬，一些市場人士
為樓價升勢找理由。例如說加息是反映經
濟前景樂觀，樓市升勢可以持續。而早前
多幅地王的誕生，進一步加劇了市民的恐
慌心理，覺得今天不買明天只會更貴。在
非理性氣氛驅使下，樓價短期內又創新
高。但本港樓市負擔指數已經是全球最
高，明顯超出普羅大眾的負擔能力，單純
的炒作升值實在難以長久。

美國已經進入加息周期，預料會在今、
明兩年合共加6次息，累計加幅將達到2厘
甚至更多。在聯繫匯率之下，本港跟隨美
國加息只是遲早的問題。按照金融管理局
平均樓按貸款額368萬元計，只要加息半

厘，每月供樓開支就多近千元。一旦累計
加幅達到1厘，實際按息觸及3厘或以上的
話，市民的供樓佔入息比率會由現時約
42%攀升至約50%。當下因為銀行結餘龐
大沒有即時加息，只是令風險暫時沒有顯
現，但不代表風險不在累積。一旦港美息
差擴闊，本港銀行結餘亦可能快速減少，
到時會不會追加？實在不可不防。一旦在
美國加息周期碰上本港經濟基調轉差，失
業率上升，樓價下調的幅度可以很大。類
似的慘痛經歷，港人過去親身經歷過，只
是有人好了傷疤忘了痛。

本港樓價目前嚴重脫離市民的負擔能
力，高處不勝寒，如今再入市的市民，無
論是投資還是自住，都必須作充分的壓力
測試。畢竟供樓是20年甚至30年的事，切
勿忘記現在2.15厘的平均按揭息率，遠低
於過去20年的平均按息3.93厘。假設利息
加1厘、2厘，月供多1成甚至更多，家庭
的財政壓力會否爆煲，是每位入市市民都
要事先算好的賬。

對特區政府而言，樓價高企一直是棘手
難題，亦是下任特首須正視和研究應對的
問題，如何應對將考驗政府智慧。在此臨
近特首選舉之際，廣大市民和選委，亦都
正好要認真檢視候選人的政綱，細心判斷
誰的土地、房屋政策最能急市民之所急，
最能對症下藥地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以
紓解廣大市民置業安居之困。

樓市風險不斷累積 入市需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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