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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議規具修改空間
盼議員雙向溝通與時並進 暫無意抽議程「讓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對應反對派

把立法會變成拉布場所，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早前

提出多項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的建議，填補現行

的漏洞。然而，反對派卻隨即提出多項所謂「修

訂」，令建制派在推動修改議事規則的過程中增

添不少難度，亦由於反對派全面否決建制派提出

的修訂內容，無法在議事規則委員會上取得共

識，須由個別議員直接提交到立法會大會上討

論。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接受訪問時提到，過

去數天亦有留意到事態發展，認為隨着社會生態

環境的轉變，立法會議事規則確實有修改的空

間，可令部分的條例能夠與時並進。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日前去信全體立法會議員，表示最
快可於下月6日審議修改議事規則，預計反對派將

會利用各種手法拉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出席一個公
開場合時被傳媒追問，政府會否抽起部分議程讓路，藉以
騰出更多時間，讓議會有足夠時間審議有關修改議事規則
的議案。
張建宗表示，政府暫時還未有類似的考慮，但會密切留
意事態發展，希望非建制及建制派雙方能夠多溝通。
張建宗又指，留意到建制派與反對派願意成立一個溝通平
台，個人很希望能夠有所進展，因為立法會議事規則已運作
了很長時間，應該與時並進，就以議事規則第88(1)條為例，
在現今注重公開、透明的社會環境，實在有修改空間。
他表示，修改議事規則屬立法會的內部事務，一定需要由
立法會自行處理。

陳肇始：審議須按程序處理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出席另一場合時，亦被問到
抽起正在審議的條例，讓路給議會審議修改議事規則等事
宜。陳肇始認為，食衛局現有4條正在審議的條例，包括醫
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等，現時實在難以控制有關審議的進
度，她認為一切應須按照審議的程序處理，不構成讓路其他
議案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立
法會修改議事規則事宜，建制派及反
對派日前分別提出多項修訂，議案最
快會於下月初的大會審議。為了令議
案在得到共識下通過，兩陣營成立8人
小組作溝通。小組成員之一、「民主
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昨日揚言會堅
守「立場」，前立法會議員、工聯會
王國興批評反對派欠缺誠意、「講一
套、做一套」，對小組沒有任何期
望，並呼籲建制派議員不容退讓，努
力打贏修訂議事規則一仗，遏止拉布
惡行。
王國興昨日出席港台節目《城市論

壇》時，坦言對該小組沒有任何期望，
批評反對派在立法會復會至今，除了拉
布、點人數，更利用議事規則第五十四
（4）、第八十八（1）條「突襲」，如
同珍珠港事件於新世代重演，「一方面
伸出橄欖枝，主動要求商討，一方面攻
其不備，發動突然襲擊。」

促反對派停拉布展誠意

莫乃光辯稱，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
規則是「突襲」在先。王國興直指問
題重心，批評反對派自6年前宣佈全面
拉布對抗後，議會「無日好過」，令
全港市民的利益成犧牲品。王國興認
為，若反對派想顯示誠意，應該向公
眾宣佈結束全面拉布，「如果你哋不
作此宣佈，我希望立法會建制派議員
下定決心，打贏呢場仗！」
同場的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鍾國斌亦慨

嘆，現時的議會情況過於不堪，反對派
不斷濫用拉布，「一開會10月頭就拉
（布）啦！」他認為反對派主動要求商
討是好事：「打架無人有得着」，又期
望小組可以達成共識，避免反對派為此
拉布至明年2月，影響其他法案的審議
程序，停頓議會的運作。
莫乃光在論壇中聲言希望透過討論

達成共識，但又稱在會面時會堅持
「立場」，不會放棄「原則」，只期
望「說服」建制派。

鍾國斌：修議規不損權力

鍾國斌回應指，部分議事規則較為落
後，一直有修改的需要，而現時在分組點
票的機制下，有機會通過相關修訂，故建
制派會積極推動修改議事規則。他又強
調，修改議事規則並不會削弱議員權力。
前立法會議員、「香港本土」范國

威則聲稱，建制派在部分反對派被DQ
的情況下，修改議事規則是「不君

子」的操作、勝之不武云云。王國興
直斥，被DQ的議員是咎由自取。他形
容反對派不拉布如同「老虎食齋」，
不可能發生，並呼籲各界不應對反對
派存有幻想。
王國興又指建制派不容退讓及妥協，

寄語：「花堪折時直須折，莫待花落空
折枝」，把握修改議規的時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就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的過程，日前罕
有地順暢完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昨日表示，期望日後立法會的工作，也像
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般暢順，部門將與
立法會秘書處保持緊密合作，了解立法會
的進度情況。

落實民官商合作政策扶弱

羅致光昨日出席明愛慈善賣物會開幕禮
後表示，今份施政報告正好強調特區政府
包括勞工及福利局等部門，十分重視基層
需要，亦保證將會繼續加強扶貧助弱的支
援，並透過提升攜手扶弱基金、兒童發展
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等，落實民、
官、商三方合作的政策，聯繫社會上不同
人士需要，共同一起扶助弱勢社群。
至於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問題，社會上仍

然存不同意見。羅致光表示，已聽取了僱
主及勞工團體的意見，政府正在審視中，
期望本年底前，能夠有初步的決定。
羅致光亦指，自己與明愛這個機構甚

有淵源，因為從1991年起，已參與香港
明愛社會工作委員會的工作，過往亦曾
參與過具長久歷史的明愛賣物會活動，
為明愛的一分子。
而現今身份改變了，成為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會為明愛作為特區政府的重要
合作夥伴打氣。

批反對派缺誠意 王國興籲建制「企硬」

羅致光冀立會工作如致謝議案暢順

■「政中香港
人」（上圖）
及香港建造業
總工會（下
圖）早前亦到
立法會外請
願，支持修改
議規。

資料圖片■「保港運動」和「新年代」早前在立法會大樓外請願，要求修改議事規則堵塞拉布漏洞。 資料圖片

■羅致光 資料圖片

■ 王 國 興
（右一）呼
籲建制派議
員 不 容 退
讓。圖左一
為鍾國斌。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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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權 攝

近年立法會內反對派議員拉布氾濫成災，致特區政府
施政舉步維艱，許多寶貴機遇白白流逝，社會發展進程
被嚴重拖慢，廣大市民對此無不深惡痛絕！造成此種局
面的一大原因，就是立法會從港英時期沿用下來的議事
規則，許多條文嚴重落後於形勢發展並出現了許多漏
洞，給反對派議員造成了可乘之機。因此，建制派議員
們日前提出多項議案修訂並經立法會主席同意列入議
程，希望能夠及早審議通過，令立法會回復正常功能，
行政立法關係回復正常，促進特區政府積極落實施政目
標，讓香港社會能夠抓住國家新時代發展的重大機遇，
確保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並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立法會現行的議事規則，基本上是沿用了港英立法局
留下來的版本，大部分條文更是一字不改地套用下來。
回歸20年來的實踐證明，這個議事規則雖然總體上是
維持了立法會的運作，但也有不少條文已不符合現實情
況，更有不少明顯漏洞，令到反對派有機會把莊嚴的立
法會變成隨意宣洩不滿、上演政治騷的場所。更為嚴重
的是，反對派可以在現行的議事規則之下，堂而皇之地
濫用點人數等拉布手段，隨意浪費議會時間，癱瘓議會
的正常運作，使特區政府提出的議案難以及時通過，有
效施政難以落實。據2016年立法會秘書處資料顯示，
該屆立法會大會4年會期，共有近1,500次點人數，最
少虛耗約220小時，造成18次流會，損失近230小時會
議時間，浪費接近1億元公帑，拉布招致的工程超支更
數以十億元計。例如上屆政府提出設立創新及科技局的
議案，在立法會上一拖三年才獲通過，許多重要工程撥
款因立法會審批的延誤而令工期拖延、造價飆升，許多
發展機遇更是白白流失。如果這種情況不得到改變的
話，香港社會的發展進程將由於反對派這區區數十位政

棍的惡劣表演而被拖慢，甚至「拖死」！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立法會是香港的立法機構，是特

區管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立法會需要按照基本法規定的
原則進行有效運作，包括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
除法律；審議並及時通過政府提出的議案，批准稅收和
公共開支等等。從目前的情況看，要正常地發揮立法會
的法定功能，對議事規則進行一定幅度修改是勢在必
行。其主要原則應是讓議事規則能夠根據近年來社會形
勢的變化，吸取二十年來立法會運作的經驗，修改那些
回歸前制定但已經不適合現狀的條文，尤其是根據香港
社會發展和加強行政立法合作關係的需要，強化立法會
主席以及有關委員會主席的職權，確保政府提出的議案
優先審議；適度壓縮拉布的空間，防止反對派濫用議事
規則來癱瘓議會，讓立法會真正回復基本法所規定的功
能。只有這樣，特區政府的施政才能有效落實，國家新
時代給予香港的新機遇才能及時把握，香港社會未來的
發展才有新的希望和新的動力。

對於議事規則的修改，反對派議員正在大耍花招及
干擾破壞，他們還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修訂，轉移
規則修改的正確方向，拖延修改的進程。在有關議案
的審議過程中，他們也將會狂用拉布手段來阻擾拖
延，企圖令明年三月份立法會補選前無法通過。這樣
他們就有機會在下一輪的審議過程中，在地區直選組
別中，否決建制派提出的修訂議案。因此，廣大建制
派議員應充分認識到這次修訂的重要性，特別是要識
破反對派議員所施放的煙幕，毫不動搖地抓住有利時
機，全力以赴，專心議事，力爭如期通過有關修訂，
使議事規則得到完善，為今後立法會的正常、有效運
作奠定良好基礎。

堵塞議事規則漏洞 回復議會正常功能
菲律賓日前宣佈，從今日起15個工作

天，暫緩審批傭工的海外就業證明申請，
令本港不少僱主大失預算。儘管菲律賓駐
港總領事館昨天澄清，上周六前已經獲香
港入境處發出工作簽證的菲傭不會受影
響，將如期取得就業證明，但新遞交的申
請仍將受影響。由於本港目前的外傭一半
以上來自菲律賓，本次事件充分顯示過於
依賴某地外傭的弊端。其實，不少東南亞
國家都有輸出外傭，本港亦宜進一步擴大
來源地，包括研究從內地引入具專業護理
技能的人才，唯如此方能避免受制於人，
應對香港社會出現的老年化趨勢。

菲律賓勞工及就業部門日前突然發出緊
急文件，表示最近海外非法招聘活躍，當
中包括直接聘用的菲傭，因此要作調查並
於13日起直至12月1日共15個工作天，
暫緩審批正處理及新申請的菲傭海外就業
證明，如有需要還會延長相關措施。儘管
上周六前已經獲本港簽證的菲傭不受影
響，但仍未獲發簽證以及新遞交的申請，
必然會面臨延誤。有本港外傭中介公司料
將有逾千個家庭受影響，即使下月初「解
禁」，因聖誕節將至，受影響菲傭或要延
至明年初才到埗。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
示，如果有家庭現有外傭即將完約，而新
的外傭仍未到港，入境處會彈性處理外傭
延長工作期限的申請。

引入外傭解除了本港不少家庭對女性的

束縛，不僅推動了本地女性投入職場，對
提高女性地位和市民收入都有明顯作用，
對社會發展有利。據統計，本港於2016年
有逾 35 萬名外傭，其中 54%來自菲律
賓、44%來自印尼。實際上，泰國、緬
甸、越南、柬埔寨都是外傭輸出地，只是
香港外傭市場至今仍未對越南開放，柬埔
寨也是今年4月才開放。做生意講求貨源
供應地要多元化，不能過度依賴某一兩個
渠道，這樣才能既規避風險又可保持議價
能力。這個原則在外傭問題上也同樣適
用。本港應積極研究、仔細審視各地的外
傭情況，務求為本港引進多元化的優質外
傭。

目前，照顧幼兒是很多外傭的首要職
責，佔比達75%。但隨人口老化，外傭
照顧長者的比例正急速增加，目前已達一
成。相對而言，照顧長者的工作更為專
業，也有一定的厭惡性，不易聘請到適合
的傭工。到 2034 年，本地長者人口將倍增
至 230 萬人，社會關注屆時是否有足夠訓
練有素的人手照顧長者。政府早前表示，
考慮以現金券形式，資助獨居的公屋租戶
長者聘請外傭。建議值得研究，但不應僅
限於金錢資助，如新加坡及台灣均為專門
照顧長者的外傭提供培訓，本港可作參
考。此外，本港亦可研究從內地引入具備
專業護理技能的相關人員，讓長者得到更
全面和優質的照顧。

香港需擴外傭來源地 積極應對人口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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