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太：反對派議
員再次透過點算人
數造成流會是不能

接受的，如果他們有任何不滿，應該透過
對話解決。拉布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金錢和
香港社會的時間，令香港的發展受阻。
我認為應該阻止拉布行為，所以我絕對
支持建制派議員提出修改議事規則的建
議，希望有關修訂可以盡快通過，令議會
回復正常，如果立法會不能正常審議政府
提交的法案，只是不停拉布，香港社會不
會有進步。
李小姐：應該禁止在議會內拉布。拉布

並不是理性的表達方式，議員即使要拉布
亦只應在非做不可的情況下據理力爭，但
立法會昨日原本正在討論的《刑事訴訟程

序條例》議案並沒有特別爭議性。
反對派每個星期都拉布和點人數，希望造

成流會是在浪費時間。他們不應該以為只要
凡事拖延就可以迫使政府讓步，所以我支持
修改議事規則，令他們不能輕易拉布，因為
這種行為亦會影響其他議案的審議。

每次會議或涉數百萬人利益
劉先生：我不認同議員在立法會內拉

布，他們收了工資便有責任開會，市民選

他們入立法會是希望他們為香港做事。如
果政府提出的法案對市民有利，就應該盡
快通過，如果他們在議事廳內什麼也不做
而只是拉布，就會辜負市民期望，這種行
為不單浪費時間，亦浪費公帑，所以我支
持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令立
法會可以正常地審議政府提交的議案。
許女士：我很反對拉布、流會，這純粹
是浪費人力、時間和公帑。立法會每次會
議，都可能涉及數百萬市民利益，這樣

「係又拉唔係又拉」，令大批工程沒法開
工，影響幾十萬工人生計，真係「陰
功」。人人都有父母家庭，影響那麼多人
的收入實在太「折墮」。我支持修改議事
規則限制拉布，做議員就應該好好開會，
為市民爭取利益，不開會還搗亂，大家都
看得見，對與錯市民心中有數。
梁先生：拉布和流會當然不對，立法會
拉布實在太過分，阻住議程，害得會議沒
法正常進行，真係阻住地球轉，阻住香港
發展。這些做議員的，每月收取十幾萬高
薪，都是納稅人的血汗錢，應該就事論
事，唔通講到通。有什麼理由反而故意不
開會，搞到人數不夠而流會？一早就應該
修改議事規則限制拉布，全世界哪有這樣
瘋狂拉布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街坊：浪費時間公帑 贊成修改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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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單丁在席

建制派矢言修例對抗焦土策略
缺席立法會議員名單

反對派：23人

民主黨（6人）： 涂謹申 胡志偉 黃碧雲
尹兆堅 林卓廷 許智峯

公民黨（5人）： 郭家麒 郭榮鏗 楊岳橋
陳淑莊 譚文豪

「專業議政」（4人）：莫乃光 梁繼昌 葉建源
邵家臻

「議會陣線」（4人）：毛孟靜 梁耀忠 陳志全
朱凱廸

工黨（1人）： 張超雄

「熱血公民」（1人）：鄭松泰

其他（2人）： 李國麟 陳沛然

建制派：7人

自由黨（1人）： 張宇人

實政圓桌（1人）： 田北辰

民建聯（2人）： 劉國勳 陳恒鑌

新民黨（1人）： 容海恩

經民聯（2人）： 劉業強 梁美芬

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僅餘一
人留在會議廳，卻將矛頭指
向因公務在身而不在席的7

名建制派議員。他們批評反對派不斷拉布，
阻撓他們處理地區事務，受影響的只會是普
羅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致電該7名建制派議員，

了解他們不在席的原因，發現他們基本上都
有公務需要處理（見表）。民建聯議員劉國
勳指出，他當時接受電視台直播訪問，討論
東江水收費的問題，民主黨議員黃碧雲也在
場。
他批評反對派只留一兩個議員，在議會內

不斷拉布，就將全體建制派議員困在會議廳
內，而其他反對派議員就可以四處發表「單
方面的意見」，令外界誤以為反對派所說的
是事實全部。為免公眾受到誤導，自己必須
與反對派同場表達意見。
「實政圓桌」議員田北辰指出，身為直選

議員，地區事務十分重要，特別是立法會近
期不斷拉布，令很多地區事務被拖着，急需
處理，自己本想離開一會盡快返回議會，但
想不到因此「出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恒鑌：帶同一批英國爛尾樓苦主在電台
訪問申訴他們的遭遇。我已跟進有關個案
多年，其中涉及200個家庭、數十億元的
巨款，一直未獲公眾關注，現在有傳媒願
意探討有關個案，不能錯過機會。

容海恩：昨日9時正準時出席會議，但
因要在一宗刑事案件代表控方，10時開
庭，故於9時半離開。由於被告正在還
押，基於人權問題，法庭不會遷就雙方
律師的時間，而該宗案件已經持續了3
年，任何拖延都對控辯雙方不公平。

梁美芬：不在香港。

劉國勳：出席now TV的《時事全方位》
直播節目訪問，討論東江水問題。

張宇人、劉業強：出席十九大主題講
座。

田北辰：出席重要地區活動。

建制派缺席議員
多涉公務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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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再度流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再次製造「流
會」，浪費公帑和議會時間，建
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反對派為求
一己政治私利，騎劫議會、騎劫
港人的福祉，並強調議會是服務
市民的地方，而非如反對派口中
聲言的「戰爭」之地。是次「流
會」，反映了建制派提出修改議
事規則的理據與苦心，就是要
將這歪風撥亂反正。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對昨日再
次「流會」感到遺憾，並坦言議會已
進入不正常的狀態：眾建制派議員已
經十分努力，務求令議會維持正常的
運作，其中僅部分因有其他重要事務
處理而未能全天候式留守在會議廳
內，但反對派就不斷拖延會議，只為
阻礙修改議事規則提上立法會進行審
理，必須為是次「流會」負責。

舞起《刑訴》意在《規則》
建制派「副班長」、民建聯副主席

陳克勤指，過去5年，有近150條附屬
法例提上立法會，平均每年只有8條
需要辯論，如今次無爭議的《刑事訴
訟程序條例》就辯論接近7個小時，
反對派議員不斷發言，但發言內容不
着邊際，反映出反對派只為阻礙修改
議事規則的用心。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指出，建制派議
員其實好想留守在會議廳內，但連日
以來反對派議員不斷點算出席人數，

更以拖延手法「燃燒」時間，令建制
派議員無法正常處理公務，導致昨日
再度「流會」實令人遺憾。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強調，所有「打

工仔」都不能曠工，反對派議員不斷
提出點算人數，同時又故意「逃
學」，根本無做好議員的責任。
針對提出點算人數的「議會陣線」

議員毛孟靜提出所謂「戰爭論」，何
啟明強調，立法會是為市民謀求福祉
的場所，並非「戰場」，更質問毛孟
靜等人是否代表外國向港人宣戰，倘
若如此，建制派議員必定力抗到底。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指出，議員的

基本責任就是參與會議、用心議事，
但自復會至今，議會內只有拉布、
「流會」，令議程大塞車，真正需要
處理的民生事項長期被擱置，現在更
將議會當作「戰場」，簡直已到了瘋
狂階段，但這也反映了建制派何以要
花盡心思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建
制
派
：
議
會
謀
福
祉
非
戰
場

■■在點算人數時在點算人數時，，反對派只有民主黨議員鄺俊宇反對派只有民主黨議員鄺俊宇((紅圈紅圈))一人在席一人在席，，其他全告其他全告「「失蹤失蹤」。」。

■■流會後，毛孟靜（中）聲言是故意製造「流會」
的，是反對派的集體決定。朱凱廸（右二）聲稱，
要「捍衛」修改議事規則之戰長達數月。■法定人數不足，立法會會議被迫「流會」，議員散去。

■在點算人數鐘聲響過15分鐘的法定時間，
最終只差1人才湊夠法定人數。

立法會昨日復會，繼續審議《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議案。「議會陣線」議員朱凱廸率先提出要求點

算法定人數，但因會議廳有足夠人數而未能得逞。

毛孟靜點火後急閃
45分鐘後，另一「議會陣線」議員毛孟靜再提出點算
法定人數，更即時離開會議廳。
此時，建制派雖有三十多人在席，但反對派中只剩準

備發言的民主黨議員鄺俊宇在席，其他全告「失蹤」。
在點算人數鐘聲響過15分鐘的法定時間，最終只差1人
方湊夠法定人數，會議被迫「流會」。

稱議會入「戰爭狀態」
導致「流會」的始作俑者毛孟靜會後聲言是故意製造

「流會」，稱此舉並非個人決定而是集體決定，「現在
議會已進入『戰爭狀態』，要打好呢場戰役。」朱凱廸
則聲稱，要「捍衛」修改議事規則之戰長達數月，一旦
議事規則成功修改，國歌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一
地兩檢」法案等「惡法」將隨之而來，故每次開會都會
「抵擋」惡法云云。

建制議員無法編更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指出，建制派議員盡忠職守，

幾乎全數在席，而反對派在「流會」時僅鄺俊宇在席，
其他反對派議員刻意避席，故導致「流會」的最大責任
就是反對派。
被問及建制派議員會否為抗「流會」而「編更」時，

廖長江反問，法定開會門檻人數為35人，建制派只有
40人：「點編更呀？我哋得40個建制派議員……我哋
有60個建制派議員，就可能會編更嘅！」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強調，出席立法會會議是每一名議
員的責任，而議員的表現受到公眾的監督。議會的時間
有限，目前還有很多事項需要處理，他希望所有議員盡
責出席會議。至於原訂在下月6日會議處理議員提交有
關修訂議事規則的修訂案，現在需要研究有關議程的安
排，並相信很大機會把所有決議案與修訂議案合併處
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反

對派為阻撓修改議事規則，於昨日立法會續

會期間突擊，在會議開始僅一個小時就兩次

要求點算人數。第二次點算人數時，建制派

雖有三十多名議員在席，惟反對派僅1人在

場，令會議終「流會」，是今屆會期開始僅

個半月的第二度「流會」。反對派直認是要

拖延會議，更聲稱現已進入「戰爭狀態」。

建制派議員狠批反對派要為「流會」負責，

並認為是次「流會」再次證明修改議事規則

的必要。

本欄前
兩天曾指
出，反對

派議員黔驢技窮，無法再以歪理騙
人，但又不願意就此「繳械投
降」，唯有在關鍵時刻利用規程玩
嘢。果然，立法會大會昨天早上續
會，在反對派玩嘢之下，開會不足
一小時就因法定人數不足流會，是
本立法年度第二次。反對派一再提
出點人數，但「鼠」（缺席）得最
乾淨的也是他們，流會一刻會議廳
內共有34名議員，主要都是建制
派，反對派只有鄺俊宇在座。流會
責任誰屬，已經一目了然。

反對派不諱言，提出點人數是阻
止修改議事規則的策略。但上個
月，反對派亦就修改《議事規則》
提出34項修訂意見，既要阻止修
改，又要提出修訂意見，根本自相
矛盾。可見反對派所謂的修訂意
見，不過是權宜之計。由於目前沒
有足夠票數否決修改《議事規則》
動議，他們的真正目的是一直拉
布，拖到明年3月補選之前都不能
表決。反對派的如意算盤是補選
後，重新在地區直選組別佔據多
數，可名正言順地否決《議事規

則》的修訂。

估計拉布拉足兩周
反對派阻礙修改《議事規則》，

已經不惜撕爛臉皮，拉布只會變本
加厲。昨早流會前，大會正在審議
一條沒有爭議的《刑事訴訟程序條
例》，而該條例花了7個小時討論
都未能表決，可見反對派拉布之猖
獗。除了該條例，已排隊等待審議
的議案共有4項，預計都會受到阻
撓，估計反對派將廢話連篇，拉布
拉足兩個星期。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最快可
於12月6日處理修訂《議事規則》
的議案，而此時距離明年3月11日
補選的死線，只剩下7次大會。因
此，要成功修改《議事規則》，形
勢越來越嚴峻。

朱凱廸、毛孟靜揚言，立法會已
進入「戰爭狀態」，「要打好這場
戰爭」。這次他們沒有說錯，一心
與民為敵的反對派 ，正在向民意
宣戰。旨意反對派懸崖勒馬、幡然
醒悟已絕無可能，為了捍衛香港
700萬人的福祉，建制派必須調整
對策，不能讓反對派陰謀得逞。

■趙興偉

反對派向民意宣戰阻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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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太太 李小姐 許女士 梁先生劉先生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中）對再次「流會」感到遺
憾，並坦言議會已進入不正常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