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太太

■余太太

20172017年年77月月2020日日（（星期四星期四））重  要  新  聞A4 ■責任編輯：陳振傑 ■版面設計：耐 克

撥款慘變「人質」建制派嚴詞譴責

健波臨尾「通渠」
教育新水「放水」
財會43:3通過 4萬學生各獲3萬

蘇小姐：特首林鄭月娥提出
的36億元教育新資源的撥款，
對學生是好事，有助將大專教育
普及化，我十分支持。但現時立
法會正常會議常遭阻撓，影響多
個民生項目的撥款，好衰囉，阻
住社會進步。
黃太太：現時香港大專學費

昂貴，部分院校一年學費更高
達6萬元至7萬元，政策可望減
輕負擔，開心撥款獲得通過。
惟不少涉及民生項目的撥款昨
日卻未獲通過，擔心影響不少
市民的飯碗。
余太太：不想每次看新聞都

見有人在立法會搗亂拉布，一
打開電視就覺得立法會好亂，
成日開唔成會。（議員）不應
該再拉布，認真開會。
鄭先生：反對派在財委會拉

布，令多個工程項目都未能通
過，阻礙社會發展，呢啲人直
頭要打靶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的教育資源涉及大中小學特殊教
育多個方面（見表），將可令大

批師生受惠，包括約3.9萬名自資學士
生獲資助，而隨全港學校「教師與班級
比例」增加0.1，及設立特殊教育需要
統籌主任（SENCO）等，則可增加
3,000多個常額教席，讓年輕合約教師
受惠。

楊潤雄：八大私校雙軌並行
不過，多名反對派議員在昨日會上就
不斷拉布，包括反覆追問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為何不資助八大自資學士課程。楊
潤雄只能無奈地不斷重複解釋。
他重申政府方案背後有政策考慮，因
八大自資課程可與資助課程共用設施，
相比之下具優勢，所以過往八大自資課

程與其他自資院校的資源其實並不平
等，故今次政府資助只適用於後者，是
希望平衡兩邊的資源分佈，撥亂反正，
又強調政府期望八大與自資院校可相輔
相成、雙軌並行為學生提供更多出路。
面對反對派在會上刻意重複發問，民

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暗批反對派議員「走
精面」，「當政府回應社會訴求，提出
加一斤時，有人又要加二両；你爭取更
多，市民當然支持，但問題是36億元
的確能解決現況，你要先支持，之後可
以再爭取其他（方案）。」
他強調有關的教育措施可解決學界迫

切的問題，是一個好開始。
不斷重複又重複的拖延式提問由早上

9時持續至下午，在3時許第三節會議
進行約45分鐘，財委會主席陳健波為

議程「劃線」，限制議員再提問。
他指，有關議程已討論逾8小時，議

員提問嚴重重複，如有關向八大及副學
士學位提供資助的提問有46次，如何
檢討餘下的教育新資源撥款有16次，
與中小學老師教席的提問超過10次，
融合特殊教育的提問逾7次。

反對派重複提問近50次後表決
不過，隨後反對派繼續「死纏爛
打」，張超雄及毛孟靜在「劃線」後再
分別追問自資課程學費資助，以及要求
政府承諾10月的施政報告能將資助擴
至八大等，令類似問題於昨日會議重複
近50次。直至下午4時許會議踏入最後
一節，並處理反對派提出10多項臨時
動議修正案。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批評，反對派在撥
款表決前再提出無約束力動議是浪費時
間，認為議題應於教育事務委員會再作
辯論，不應再在財委會上辯論。
經過一番擾攘，議案最終在6時才表
決，以43票贊成、3票反對、6票棄權
獲得通過。楊潤雄在會後表示，經過一
些風波後，36億元教育新資源撥款終於
獲財委會通過，可於2017/18學年即今
年9月順利推出。
他續指有關措施均由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與教育界不同持份者討論所得，
他未來亦會以此方法與教界合作，以
解決現時的困難，局方亦會考慮議員
在會上提出的其他建議，又期望行政
立法關係能夠逐步改善，將來可做得
更暢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特區政府提出的36億元教育新資源

方案在過去幾個月受全港廣泛支持，有關自資學士學費資助的部分亦

已獲八大及自資院校的共識，惟在昨日立法會財委會上，反對派仍然

「為反而反」，漠視政府資源以往向八大傾斜的事實，在資助未有包

括八大自資課程及副學位的議題上不斷糾纏及借題發揮，重複提問近

50次，企圖拖延時間「拉死」其他撥款項目。最終議案被拖延至黃昏

6時才表決，並以43票贊

成：3票反對獲通過。歷

經多天的「政治綁架」，

約3.9萬名自資學士學生

終於落實在9月新學年獲3

萬 元 學 費 資 助 ， 而 逾

3,000名年輕教師也可望

獲得較穩定的常額教席。

■蘇小姐

市民鬧反對派「好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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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趕及在本屆
會期最後一次會

議結束前通過新增教育撥款可謂
「非常驚險」。反對派多名議員為
浪費耗用時間，根據財委會會議程
序第三十七A條提出臨時動議，圖阻
撓其他7項撥款的審議和通過。不
過，建制派拒絕上當，任由反對派
燃燒時間，令反對派大失預算。眼
見「玩出火」，民主黨議員黃碧雲
不得不動議縮短表決時間，及收回
部分臨時動議，才令教育新資源撥
款趕在死線前通過。
反對派事先張揚只會「放生」教育
新資源撥款項目，由上午會議開始就
不斷耗用時間重複提問。在會議進行
到下午時，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決定
「劃線」，要求議員作最後一輪發
言，隨即處理由「自決派」朱凱廸等
多名議員提出21項臨時動議。

建制派離場 陳健波離席
在開始討論臨時動議時，反對派
滿以為建制派會出招阻止，包括提

出將表決時間由5分鐘縮減至1分鐘
等，讓他們可借題發揮說什麼「議
會暴力」之類，惟建制派並無上
當，沒有提出要求縮短表決時間，
更離開會議室抗議。
此時，陳健波離開主席位置了解

情況。建制派「副班長」、民建聯
陳克勤在會議室外表示，「你睇到
邊個要提37A（臨時動議），佢哋不
嬲都話要提 37A，咁咪由佢哋講
囉！」在表決37A中段，曾任財委會
主席的行政會議成員、自由黨主席
張宇人提出，現在議員如流水式通

過多項37A，根本無法正確理解有關
的內容，按照過往的做法，需要就
每條37A進行辯論，此時會議只餘約
1小時。
眼見時間迫在眉睫，陳健波向黃

碧雲「傳紙仔」，促請反對派抓緊
時間。部分反對派中人察覺勢色不
對，黃碧雲遂聽從陳健波的建議，
主動收回一項臨時動議，及動議將
點票時間由5分鐘縮至1分鐘，其後
在會議轉場至會議廳後，又撤回分
開表決建設3間醫院的撥款及另外3
項撥款的要求，惟工黨張超雄重新
提出要分開表決。
「香港本土」毛孟靜在一項臨時

動議投票時，聲稱「投唔切」，要
求秘書處跟進投票，多名反對派及
建制派議員向她喝倒彩，令投票時
間又拖延逾1分鐘。最終在會議結束
前半小時，才完成21項臨時動議的
表決，並趕及通過教育新增資源撥
款項目。朱凱廸事後聲稱，對於未
能成功拖垮有關撥款申請感到不
滿，聲言日後需加強有關協調云
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不斷
拉布，阻撓休會
前最後一次財委

會會議的進行，更聲大夾惡。一直
表現最激的工黨張超雄，刻意不提
反對派拉布令多項撥款經全日8小
時會議仍未完成審議，反指建制派
不應「只顧旅行」，不支持周內加
開會議，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即反將
一軍，指張本人也不支持今明兩日
加會。

屈人只顧旅行 被揭反對加會
昨日企足一日的張超雄，在第三

節會議上發言時，聲稱建制派指責
他們阻礙撥款通過，但他們只是
「認真審議」、「履行議員責
任」，「如果話咁多重要嘅議案上
嚟，咁多撥款，加會囉！做咩唔加
會仲要去旅行呀？跟住嫌我哋阻住
呀？」
陳健波聞言反擊，指自己早前收

集議員對今明兩日加會的意向時，「你全
都打交叉（回覆不會出席會議）！你檢討
吓你自己先，唔好叫我加會，你最無資格
同我講呢樣嘢！」張超雄不忿被踢爆，稱
「我無去旅行」，陳健波即秒殺之：「但
你唔嚟開會有咩分別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主席發「碧雲功」阻37A玩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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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離開主席位，向民主黨了解
想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36億元教育新資源新措施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費資助
■文憑試獲「3322」成績入讀自資院校學士學位課程

（包括銜接學位）學生每年獲30,000元資助

■升讀內地大學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每年獲5,000元資助

■每年約39,000人受惠

■涉經常開支11.87億元

改善中小學班師比
■全港公營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教師與班級比例」增

加0.1，即每10班增加1名學額教師

■增加約2,350個教席，全港學生受惠

■涉經常開支14.91億元

加強特殊教育需要（SEN）支援
■全港普通學校設立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SENCO）

■特殊學校增加教師、專職醫療人手及資助

■共新增869個教席及87名專職醫療人員

■涉經常開支6.03億元

增加學校資訊科技人手
■向全港公營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提供每月25,000元經
常性現金津貼

■增加1,000名學校資訊科技支援人員，全港學生受惠
■涉經常開支3.28億元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教育新資源撥款，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右）與教育界立法會
議員葉建源在交流審議進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為議程「劃線」，限制議
員再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建制派議
員對財委會未能在會期結束前通過全部議程表示遺
憾，更對反對派騎劫財委會，部分工務工程項目不
幸成為「人質」，最終要市民埋單感到非常憤怒。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在休會後向記者表示，他對是
次的會議結果感到失望及氣憤，並批評部分議員的
表現是意氣之爭，「我很尊重議員們的政治理念，
但當其政治理念與市民利益產生衝突時，究竟站在
哪一個位呢？最後發現原來他們站在自己的政治理
念，而捨棄了市民的利益。」
他指出，原先安排的700多億元的撥款申請，僅
得80億元工程項目和36億元經常性撥款獲批。自
己本預計昨日可以完成處理東涌工程的項目，令市
民可以早些上樓，「為何議員要留在意氣之爭，令
什麼事也做不到，令市民沒有好日子過呢？」

陳健波認同教育撥款是一項較複雜的議題，自己
及建制派議員已經千般忍讓，並對結果感到氣憤，
「初時預計20多小時的會議時間能夠完成有關的
撥款申請，但早前兩天被迫休會，浪費了不少的時
間。」
他指，自己一直強調要「以和為貴」，故讓議員

不斷提問及發言，「寵壞了大家」，未來需要抓緊
議事規則。同時，面對目前的政治環境，有需要修
改議事程序，令行為極不檢點的議員一旦被趕離會
議室，同日就不得回席，及須釐清每名議員只能就
一項撥款提出一項無約束力議案等。

建制派：已非常包容忍耐
各建制派議員在休會後集體會見記者。民建聯

主席李慧琼強調，建制派已經非常包容，並作出

最大的忍耐，不回應任何宣誓事件，以確保會議
順利進行，但反對派僅願通過教育撥款，不理其
他撥款流產的後果，是以撥款作「人質」。由於
沙嶺墳場、中九龍幹線及露宿者之家等撥款未獲
如期撥款，將要額外支付公帑，最終可能要市民
「埋單」。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批評，會議首7小時都被議員
用作情緒發洩，只剩餘最後半小時，根本不能讓
議員討論，是「不負責任行為」。他個人雖然支
持醫院擴建，但「不敢問」，以免影響正常的審
議。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批評，反對派亂搬龍門，將
令會議順利進行的責任推予建制派身上。事實
上，問題出在拉布的議員身上。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批評反對派以各種手段拉

布，破壞議會，應予譴責。
被問及加會可會通過所有撥款申請時，李慧琼認

為，這只會令會議變成另一個發洩途徑。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也指，建制派倘贊成加會，

教育撥款就不可能於昨日通過。

■建制派議員會後見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36億教育新資源表決結果
贊成：43票
民建聯：李慧琼、陳克勤、張國鈞、周浩鼎、蔣麗芸、

陳恒鑌、何俊賢、柯創盛、劉國勳
工聯會：黃國健、麥美娟、郭偉強、陸頌雄、何啟明
經民聯：盧偉國、林健鋒、梁美芬、石禮謙、張華峰、

劉業強
自由黨：鍾國斌、張宇人、邵家輝
勞聯：潘兆平
獨立建制派：廖長江、馬逢國、姚思榮、吳永嘉、

陳振英、謝偉俊
民主黨：胡志偉、涂謹申、黃碧雲、尹兆堅、林卓廷、

許智峯、鄺俊宇
「專業議政」：莫乃光、梁繼昌、葉建源、李國麟、邵家臻
獨立：陳沛然
反對：3票
「自決派」：朱凱廸
「人民力量」：陳志全
「熱血公民」：鄭松泰
棄權：6票
公民黨：楊岳橋、郭家麒、譚文豪
工黨：張超雄
街工：梁耀忠
「香港本土」：毛孟靜
資料來源：立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