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新一年

度會期開鑼，建制派醞釀修改議事規則，阻止反

對派濫用漏洞「拉布成瘋」，窒礙香港社會健康

發展。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修改議事規則並

非洪水猛獸，認為只要過程是根據適當的程序，

便是合適的時間作出修改。連任立法會內會主席

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也表示，反對派拉布的情況

持續多時，讓議事規則與時並進、應改則改是廣

大市民的期望，故應從不同方面去思考，令到議

員不能再隨便拖垮某個議案。連任財委會主席的

陳健波表示，計劃在周六加開財委會特別會議，

討論修改會議程序，部分改動包括延長會議時間

等毋須再經財委會討論，料會盡快實施。

建制擬改議事規則阻拉布
梁君彥：非洪水猛獸 李慧琼：符市民期望

建制派正在考慮修改議
事規則，堵塞反對派

過去的瘋狂拉布漏洞。

反對派難再點人數阻延
在點算法定人數方面，建
制派考慮在法案「三讀」
前，將立法會大會變成「全
體委員會」，逐條處理及審
議修正案，倘這個階段的法
定人數與大會分開，降低開
會人數限制，將可大大減低
點算人數的機會。
另外，建制派建議，須
提高議員提交呈請書成立
專責委員會安排的門檻。
根據現時議事規則第二十
（六）條，議員提交呈請書
後，只要有不少於20名議
員即時起立，要求將呈請
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呈請書即告交付專責委員
會處理。
建制派並初步考慮限制議
員提出修正案的數目；及在
議員犯規被逐出會議廳後，
可能罰下次「停賽」不能開
會等。
梁君彥昨日表示，修改議
事規則並非洪水猛獸，強調
自己作為主席角色中立，若
議員認為需要修改議事規
則，須經議事規則委員會討
論，而過去一年已經兩次修
改議事規則。
李慧琼也表示，反對派拉
布的情況持續多時，讓議事
規則與時並進、應改則改是
廣大市民的期望，不應讓議
員可隨便藉「點人數」「打
鐘」去拖垮某個法案。
她並指，上屆財務委員會

成為拉布的重災區，有很多
不必要的濫用程序情況出
現，中止待續就是一個很好
的例子，認為反對派即使是
有意見、有問題都不應將餘
下財委會要討論的事項腰
斬。

財會計劃限制動議發言
陳健波同意，財委會目前

審批撥款的程序的確出現問
題，指出2012年至2016年
財委會平均兩小時批出一個
撥款，但去年平均需要4.2
小時才批出一個撥款，部分
沒有爭議的項目，包括公務
員加人工、東涌填海均因為
拉布未能審議。
目前，根據《財委會會議

程序》第三十七A，議員現
時可以無須預告提出動議、
沒有上限，陳健波透露，將
考慮修改每名議員在每項議
程，只可提出一項臨時動
議，並研究考慮禁止議員提
出休會動議。
他並提到，有兩項修改可
以由主席決定，包括會議時
間由原有每節兩小時，延長
至4小時至8小時，以阻止
被趕離場的議員重返會議
室；另外亦可限制每名議員
在縮短表決鐘聲議案只可發
言 1 次，每次 1 分鐘。他
說，待下周與反對派討論後
會正式生效。
修改立法會會議的議事規

則，需要經分組點票通過。
隨着6名反對派議員先後被
取消議員資格，建制派在地
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均已過半
數，夠票通過修訂。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立法會亂
象需整頓，「珍惜群
組」逾20人昨日趁立
法會重新開鑼之際，
由金鐘海富中心遊行
至立法會大樓前請
願，向立法會主席代
表及經民聯議員梁美
芬遞交請願信，要求
立法會整頓規則，褫
奪「發假誓」違法議
員資格，並在審訊期
間停止相關人等的所
有議員職務。「珍惜
群組」召集人李璧而
表示，市民已忍夠立
法會無秩序、浪費公
幣、拖垮香港的亂象，期盼立法會掃走「垃圾」，恢復
法治及紀律，高效及正常運作。

梁美芬盼修例整頓立會
梁美芬在接收請願信時表示，理解請願者的憤怒，亦

聽到他們的心聲，會將意見帶回立法會。她亦表態，希
望立法會重新開局後，能積極就議事規則進行修改，令
無聊、瑣碎，或故意癱瘓立法會運作的行徑不能繼續在
立法會盛行，杜絕拉布等行徑進一步拖垮立法會工作進
度、拖垮香港民生建設。
梁美芬重申，作為建制派議員，未來會繼續在立法會

堅守崗位，在立法會彰顯正義，不讓歪理擾亂香港。她
又指，昨日有數名反對派議員提出彈劾何君堯議員動
議，建制派會堅決反對，不會讓反對派有可乘之機，借
題發揮，繼續拖延立法會工作進程。
昨早9時30分，「珍惜群組」一行逾20人高呼「整
頓立法會」、「保港衛國護民」等口號，由金鐘海富中

心遊行至立法會大樓。團體更展示70張印有近兩年香
港發生的一系列令人氣憤事件的圖片，包括「掟磚襲
警」、「釘書機事件」、「宣誓辱國」等。
李璧而表示，一系列事件是反對派議員罔顧市民福

祉、搞亂香港、禍害學子、為反而反的罪證，市民呼籲
立法會將21名「發假誓」議員踢出立法會，並修改立
法會規則，以回復立法會的正常有效運作。
有苦主現身投訴，指現時香港被立法會一班搞事議員

搞到亂七八糟，不僅令經營小生意者生意慘淡、遊客不
敢來港，更影響香港在海外聲譽，令香港評級下降，受
害的是700萬市民的福祉。他促請立法會修改議事規
則，嚴格按規則做事，不要縱容反對派議員為一己私利
繼續搞亂香港。
隨後請願市民一同向立法會主席代表及梁美芬遞交請

願信，並將印有反對派議員的頭像及相關罪證的圖片丟
入垃圾桶，寓意將搞亂香港的「垃圾議員」踢出立法
會，還社會安寧。

「珍惜」促DQ「假誓」議員

■「珍惜群組」成員昨到立法會大樓外請願，並向立法會主席代表遞交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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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昨日選舉新一個立
法年度的內務委員會及財務委
員會主席，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和保險界陳健波均以大比數當
選連任，分膺內委會、財委會
主席。李慧琼表示，將會繼續
公平公正主持會議，強調修改
議事規則不是因為有6名反對
派議員被取消資格，而是有實
際需要。陳健波也指，當選主
席後不會親自提出修改財委會
會議程序，強調修改程序是為
聚焦質詢特區政府，免會議被
拖延。

兩人獲大比數當選
公民黨郭榮鏗與李慧琼競逐

內委會主席，郭榮鏗認為，修
改議事規則應先在議事規則委
員會討論。最後，郭榮鏗僅得
21票，李慧琼得37票大比數通
過當選主席。其後，郭榮鏗獲
提名角逐內會副主席一職，由
於沒有其他議員競逐，自動當
選。
選舉財委會主席方面，則由

陳健波與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
繼昌競逐。多位反對派議員發
言聲稱，陳健波過去主持會議
「不公」。新界西立法會議員
朱凱廸質疑，陳健波早前提出
修改財委會會議程序，「既是
球證又踢波」；「人民力量」
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則認為，改

程序形同「自閹」議會權力云云。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更聲言，陳健
波屬「稱職的財仔會主席」，審議爭議撥
款如迪士尼擴建撥款時「特快批核」。
陳健波認為，「特快批核」的說法不公

道：「什麼叫特快批核？如果我們真的是
特快批核，我們便不用花二三十個小時
（審議），我們要認清事實，我本來是忍
住氣，但我覺得你們（反對派）好過分
囉。我想問你們心中有沒有市民？如果你
們心中有市民，就不會做出7月19日（上
年度最後一次財委會）的事。」
他續指，暑假前夕最後一次財委會會

議，「拚了老命」才能讓3間醫院擴建及
重建撥款通過。
陳健波並強調，過去盡力主持會議，但
議員拉布令民生項目不能通過，而他之後
會落力監察特區政府的答問水平。最後陳
健波以33票高票當選連任，梁繼昌僅獲
15票。
另外，昨日不在席的「實政圓桌」田北
辰則委託李慧琼提名他參選財委會副主
席，梁繼昌與之競逐，最後田北辰得33
票成功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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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波當選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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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症
雙邪」游蕙禎和梁頌恆被法庭裁定喪失立
法會議員資格，本應於上月12日最後限期
之前歸還薪金和預支營運資金共計186萬
元，但二人至今仍未「回水」。政界和法
律界人士譴責兩人賴賬走數，批評他們違
反法治和契約精神，呼籲對二人採取法律
行動，不能讓納稅人的血汗錢被他們揮霍
一空。

陳勇：公帑不能被揮霍
港區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

勇表示，香港是一個遵守誠信，服從法律

和契約精神的社會。違法的罪犯要接受法
律制裁，違反合約的商人要作出賠償，違
反校規的學生要接受警告，嚴重者更會被
學校開除，這是社會最基本的原則和常
識，但梁游二人卻連社會最基本的原則和
常識都不懂。
他表示，「雙邪」因瀆誓而被法庭裁定

喪失議員資格，立法會秘書處要求退還薪
金和預支營運資金是天公地道，毋庸置疑
的，但他們卻賴賬，絕對沒有擔任社會領
袖的資格，批評他們不肯為市民的福祉和
利益着想。
他呼籲，香港司法部門和執法部門須對

二人採取法律行動，不能讓納稅人的血汗
錢被他們揮霍一空。

馬恩國：無錢還申破產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大

律師馬恩國表示，對於「雙邪」的賴賬
行為，立法會秘書處應立即入稟法院追
討。
他指出，「雙邪」從開始就已經表明不

會「回水」，而且至今這種態度也見不到
會有改變的可能。
他認為，若到了法庭，「雙邪」不會有

抗辯理由，因為他們所欠的是公帑，是納

稅人的血汗錢，要求「回水」，既合法也
合理。因此，他認為秘書處只有入稟法院
追討，用法律手段強制要求他們履行職
責，如果他們無力償還，就只有申請破
產。

洪錦鉉：已拖逾一個月
民建聯副秘書長、觀塘區議會副主席洪

錦鉉表示，立法會秘書處須立即入稟法院
追討梁游二人的欠款，因為還款期限已
過，迄今逾期近1個月。
他強調，立法會秘書處無須有任何顧

忌，只需依法向二人進行追討。

「雙邪」拒還公帑 各界促入稟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議員何君堯上月初在聲討「佔中三丑」之
首的戴耀廷（戴妖）的集會上，發表「港
獨」「殺無赦」言論，隨即被反對派大做
文章。「香港本土」毛孟靜昨日就在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上動議譴責何君堯。建制派
在會議上一致反對動議，直斥毛孟靜行為
無聊、是「雙重標準」，要求譴責何君堯
時就認為「言論自由有底線」，談到「港
獨」爭議時，則稱不應「打壓言論自
由」，要求對方即席表態是否支持「港
獨」。
他們並指，民主黨林子健事件及大學民

主牆的「大字報」事件令反對派尷尬，反

對派提出譴責動議目的是轉移視線，企圖
將社會的焦點轉到何君堯身上。
毛孟靜提議於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根
據立法會《議事規則》動議譴責何君堯，
昨日先在內會討論。從未譴責「港獨」言
論的毛孟靜稱，言論自由也有底線，「忽
然正義」的態度令建制派議員譁然。

為「大字報」事件遮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是次動議

是「好認真做好無聊嘅事」，又指林子健
事件及教大和中大民主牆的「大字報」事
件令反對派尷尬，反對派遂提出譴責動議
轉移視線，將社會的焦點轉到何君堯身

上，形容是次動議浪費時間，並強調工聯
會「唔會陪佢癲」。
民建聯周浩鼎也認為，何君堯早前接受

訪問已承認用字不當和「過激」，同時已
澄清並不是鼓吹「殺人」的意思，認為事
件應告一段落。
他指出，動議譴責何君堯只是企圖掩飾

「港獨」及教大冷血標語的手段。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則指，自己

較早前已批評過何君堯用語過於偏激，但
重申不認同對方是煽動暴力，亦不是殺
人，認為今次譴責動議的理據不足，故此
新民黨會反對。九龍東立法會議員謝偉俊
也表示，過去曾經有其他議員發表更激進

的言論，例如有議員曾經詛咒別人落地
獄，「落地獄係終身終世係永久，情況嚴
重得多。」

當事人：毛孟靜欲「以言入罪」
當事人何君堯回應毛孟靜的的譴責動議

時指，有關舉措非常無謂，她的行為正是
「以言入罪」，他認同言論自由當然有底
線，惟9月17日的集會主題清晰不過，而
且活動只是「吶喊集會」，是按照法律和
情理舉行。他又強調，自己只是「包底」
去講出「無赦」二字。
內會昨日完成討論有關動議，將於下次

立法會會議中正式作出表決。

中西區區議會東
華和山頂區兩個議
席出缺，將於11月

26日進行補選。民主黨成員伍凱欣昨日
率先報名參加東華補選，雖她目前人氣不
高，但也引發反對派陣營在網上罵戰。有
激進派斥民主黨是「建制B隊」，不應出
來和「本土派」爭位，另有網民主動提起
該黨林子健早前的「釘書機奇案」，要求
該黨「交代清楚至好選」。
伍凱欣昨日報名，獲民主黨前主席劉慧

卿、現任主席胡志偉及多名黨內的立法會
議員到場支持，卻未見其他黨內元老和立
法會議員許智峯等的蹤影。
由於反對派陣營中，盛傳「中西區規劃

及保育街坊聯盟」的羅雅寧亦有意出選，
而兩者並未協調好。
有激進派網民就對伍凱欣及該黨「單單
打打」，「Wong Ming Chu」就質疑民
主黨搶先報名道：「這區有和其他『泛
民』們協調好了嗎？請槍口對外勿浪費資
源。」
「Lee Marco」就稱民主黨是建制派

謂︰「慢慢啦，兩個建制派慢慢爭飽
佢。」
有人就主動出擊重提該黨早前的「釘書
機奇案」醜聞。「Lai Wa Chan Eva」就
說︰「『聞屎黨』（民主黨）你地（哋）
隻『釘書機』都未出嚟向公衆解釋交代
喎！」
「Chor Cheuk Lee」亦問：「『釘書

健』？AV仁？李賣國賊？三白眼林？死
咗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乳鴿搶閘選東華
「本土」不滿掀罵戰

反對派追擊何君堯 圖為「港獨」轉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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