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拖延修議規 拉布阻法援
反對派重複發言狂點人數 差30秒險「流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將於下周處理修改

議事規則，反對派為拖延進

度，繼續在無爭議又排在較前

位置的議案上大肆拉布。在立

法會昨日審議上調法援費用的

決議案時，反對派不斷作「馬

拉松」式發言及要求點算人

數，民主黨議員鄺俊宇更提出

中止待續，引發另一場拉布

戰，至昨晚會議暫停仍未完成

討論。連同中止待續議案，決

議案本身的審議時間已超過10

小時。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

借題發揮，提出的所謂「理

據」又離題萬丈，凸顯修改議

事規則非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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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早前通過支持廣深港高鐵的「一地兩
檢」安排的無約束力議案，並已和內地
簽訂合作安排，稍後會在全國人大常委
會批准後才開展本地立法工作。有反對
派立法會議員聲稱，「三步走」令立法
會淪為「橡皮圖章」，要求特區政府交
代相關法理依據。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
帆回應指，本地立法是「三步走」的最
後一步，須獲立法會決定是否通過，故
「三步走」並無影響立法會權力。

適時公開「一地兩檢」安排
陳帆昨日在立法會大會回應議員質詢
時指，特區政府稍後將開展「三步走」
的第二步，即與內地共同尋求全國人大

常委會通過決定，依據國家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批准合作安排。特區政府將於其
後公開整份合作安排，供公眾參閱，了
解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理據。
公民黨議員陳淑莊就聲稱全國人大常

委會是「釋定法」，令本地需要依據
「框架」去立法云云。陳帆回應指，本
地立法是「三步走」的最後一步，「基
本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及合
作安排的細節，都要經過立法會的討論
及通過。所以，立法會權力依然存在，
香港法治依然存在。」
工黨議員張超雄則質疑，為何現在不

公開相關安排的內容，陳帆強調，特區
政府一直開誠佈公，惟由於全國人大常
委會將於稍後審議合作安排，加上考慮

到關於挑戰「一地兩檢」的司法程序仍
在進行，現階段不適宜就相關法律問題
作出詳細評論。

堅持符「一國兩制」基本法
陳帆重申，相信所有議員及特區官員

均對香港的核心價值、法治精神高度擁
抱及堅持，在「一地兩檢」時亦持同樣
態度。故特區政府會適時公開，有需要
時會於立法會諮詢意見，例如日前就
「一地兩檢」提出無約束力議案：「相
信我們所做的事，放在市民面前，清楚
明白顯示（政府）開誠佈公的態度、擁
抱法治的態度。」
他強調，理解部分議員的關注，特區
政府會不斷考慮及分析不同的意見，與

內地在商討「一地兩檢」相關事宜的過
程中，會堅持「一地兩檢」在法律上必
須符合「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同
時盡量方便乘客，發揮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的效益。

陳帆：「三步走」無損立會權力

「佔旺」期間違
反清場令而被控藐

視法庭嘅犯事者，陸續要面對自己種下的
惡果。民主黨前日就喺「佔旺」案其中4
名被告有裁決結果後，就喺facebook出文
抽水，仲將自己黨友、其中一名被告張啟
昕張相放到最大，都唔知攞景定贈慶嘞。
雖然法官今次判張啟昕緩刑時指出，輕判
原因之一係因為佢一早認罪同有悔意，但
民主黨唔知係咪只志在出post，根本冇去
睇判詞內容，仲巴巴閉閉咁話「公民抗
命，無畏無懼」。有網民就留言鬧爆︰
「『泛民』政棍最叻就係推你班年青
（輕）人去送死，佢哋就係（喺）後面同
金主食花生。」
民主黨有成員因為「佔旺」被判刑，就
嗱嗱聲喺fb出文，懶巴閉話「公民抗命，
無畏無懼」，仲話下個月仲有16人要判
刑，「我哋一個都唔應該忘記」，但整出
嚟張相就係前日被判刑嘅4個人，自己黨
員就當然張相最大啦，真係「一個」都
冇忘記㗎。

不過，睇返有關案件內容呢，張啟昕嘅
求情理由係「分唔清挑戰警察同施行公義
嘅分別」，明顯就係俾人誤導啦，𠵱 家唔
搞政治、專注民生，再加上一早認罪同有
悔意，法官先決定判佢監禁一個月，緩刑
一年，另加一萬蚊罰款。
對於民主黨唔理三七廿一咁抽水，唔少

網民都留言鬧爆。「Thomas Lam」就質
疑︰「民主黨班幕後大佬點解冇事嘅！」
「Biu Cheung」亦鬧爆︰「政棍教壞細
路！」「Neo Neo Lai」就鬧支持抗爭嘅
人話︰「花生友！掉（調）轉你去坐監
吖！我送光環俾（畀）你又點話！」
「Tang Wa Lam」則揶揄︰「無畏無懼，
剩係怕坐監。」

留言唔啱聽 轉頭被消失
民主黨肯俾呢班網民鬧幾句都算係咁，

有啲網民留言唔知點解過咗晚就「被消
失」。好似「毛仁川」嘅留言「加入民主
黨害你一生，爭取什麼？做特首或議員又
無資格，袛（只）能做販夫走卒，替人打

江山！」就唔見咗；「Stanley Cheung」
嘅留言︰「本來一班大好青年，誤入民屎
（主）黨既（嘅）歧途，終於自毀前程，
抱撼（憾）終生，民屎（主）黨真害人不
淺。」一樣唔見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佔旺」乳鴿獲輕判 白鴿抽水被鬧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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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今
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特

區政府將於下學年落實中國歷史在初中成為獨
立必修科。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指出，目前
超過九成中學均透過獨立學科模式教授中史，
反映中史獨立必修是主流發展趨勢。教育局會
合情合理地處理約40所採用其他模式推行中史
教育的中學的過渡安排，及持續與學校溝通，
提供其所需支援。
楊潤雄昨日在立法會書面答覆議員提問時表

示，2002年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
域課程指引》明確指出，「中國歷史及中華文
化，是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課程的必須學習內
容，所有學生，不論就讀什麼類別的學校，均須
學習。」該指引同時容許中國歷史科以獨立學科
模式，或其他模式，如「歷史與文化科」的方式
推行。
他續說，發展至今，超過九成中學是透過獨立

學科模式教授中史的，約40所中學則開設「歷
史與文化科」將中史及歷史兩科合併，或採用綜
合課程模式教授中史。由此可見，中史獨立必修
是主流發展趨勢，與施政報告的方向一致。
楊潤雄指出，社會人士多年來積極爭取初中中

國歷史獨立成科，立法會更曾於去年11月16日
的會議上通過「規定初中中國歷史獨立成科」的
動議。「2017施政報告宣佈中國歷史獨立成
科，回應了社會和立法會訴求。」
由於尚有約40所中學採用其他模式推行中史

教育，教育局於今年9月至10月期間約見了所有
這類學校。有關學校的代表均理解需要作出改
變，並支持中史教育，但要求教育局給予彈性及
時間過渡。教局會持續與學校溝通，提供其所需
支援。

支援其他教學模式學校
楊潤雄說：「我們明白這些學校的需要及校本特

殊情況，例如人手安排、非華語學生所面對學習中
國歷史的困難等，會提供彈性，充分考慮校情，讓
學校有時間順利過渡……教育局亦已在不同場合，
如修訂初中中史課程諮詢會、學校議會聯絡會議
等，清楚表示會合情合理處理該些中學的過渡安
排，以釋疑慮。教育局會持續與學校溝通，提供其
所需支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獨立學科教中史
逾九成中學採用

■有鬧民主黨嘅留言唔知點解被消失，
不過呢幾個我哋就「圖已cap」囉。

民主黨fb截圖

■民主黨喺fb出文出圖話自己黨友被判
刑，都唔知係攞景定贈慶。民主黨fb圖片

■陳帆昨出席立法會大會回應議員質
詢。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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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立法會繼續審
議上調刑事法援費用的
決議案，反對派議員雞

啄唔斷發言後，「鄺神」（鄺俊宇）提出中止
待續。另外反對派在會上不時提出點算人數，
其中一次只差半分鐘便流會。上調法援律師費
毫無爭議，反對派更應「舉腳贊同」，事實他
們最有着數，但為了阻礙修訂議事規則，反對
派不問好醜拉布，通通再被釘上「恥辱柱」，
選民更要記住「鄺神」。雖然他愛逗號，不過
為了香港利益着想，大家仲係給他的政治生涯
劃上句號吧。

上調法援費利鴿訟本應撐
上調法援費，最高興的梗係鴿黨、訟黨的律

師、大律師，尤其是訟黨，港珠澳大橋司法覆
核、外傭居港權案，不知多少公帑落入訟黨中
人的荷包；長毛、「長洲覆核王」等「法援常
客」亦可用更多的法援，請更貴的律師、大律
師，搞司法覆核更得心應手。

上調法援費對反對派有利無弊，他們對此有
讚無彈。陳志全話，法援律師的收費較市面
低，擔心「無法為申請刑事法援的市民提供專
業服務」；郭榮鏗話，法援對於法庭能否有效
運作很重要，如果當事人無律師代表，法庭的
工作將很繁重，促請政府不應每兩年才檢討收
費一次，應就法援制度作整體及多方位的檢
討，以有利司法制度運作；莫乃光更關注有關
費用加4%仍不足。上調法援費為民謀福，有利
司法運作，又可益自己友，反對派本應盡快通
過決議案才是。

但實際上，該議案由上周傾到本周亦未傾
完，反對派依然「積極發言」，每人幾乎用盡
15分鐘發言時間，並多次提出點算法定人數。

昨日「鄺神」還要出到提出中止待續一招，讓每人有額外
15分鐘發言，有人仲差啲搞到流會。反對派表面上支持上
調法援費，卻把議案當作拉布工具，只要能阻止修訂議事
規則，拖得就拖，簡直精神分裂，虛偽誤民。改善司法運
作、幫到市民，講咗當做咗。

為阻止「一地兩檢」動議，朱凱廸曾搬出「咸豐年」的
《議事規則》趕記者，還厚顏地說，不怕被釘上了剝奪新
聞自由的「恥辱柱」。今次為阻修訂議事規則，反對派口
不對心，再次被釘上「恥辱柱」。

如果唔好彩，上調法援費用的決議案因拉布而胎死腹
中，鴿黨、訟黨的大狀，長毛、「長洲覆核王」見財化
水，冤有頭，債有主，搵「鄺神」算賬啦。 ■楊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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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慘被拉布的議案為根據《刑事
訴訟程序條例》的擬議決議案，

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旨在批准
《2017年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修訂）
規則》，按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兩年
來的升幅，上調法援費及檢控費4%。
反對派在會上多次要求響鐘點算法
定人數，並繼續冗長發言，不斷翻炒
早已有議員提出過的觀點，多次被立
法會主席梁君彥及代理主席李慧琼提
醒。鄺俊宇更以法援制度「漏洞眾
多」為由，動議中止待續。

鄺俊宇發言離題
他聲稱，特區政府不應只着眼於按
消費物價指數調整法援資助額，而應
加快處理法援個案的進度，令部分求
助者無法及時得到法律意見或援助，
又質疑部分當值律師「投入程度不
足」，建議政府盡快改革法援制度。
李慧琼回應指，鄺俊宇的論點包括
要求檢討當值律師制度、律師收費與

市場差距大等論點，並呼籲議員不要
重複發言，應集中討論是否同意中止
待續。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則批評，反對派

不應糾纏於中止待續議案，即使通過
中止待續，對改善法援也不會有寸
進。
由於議員在辯論中止待續議案期

間，議員最多可發言15分鐘，隨後多
名反對派議員包括毛孟靜、涂謹申、
陳志全等都輪流發言。中止待續議案
辯論了逾5小時，至昨晚會議暫停仍
未完成。

凸顯修議規非改不可
在全日9小時會議中，反對派8次

要求點算法定人數，共消耗約兩小時
會議時間，其中「自決派」議員朱凱
廸提出的一次點算人數，更只欠30秒
就「流會」。
建制派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都批評反對派的行徑。民建聯議員劉

國勳表示，法援決議案已經花上10小
時以上審議，倘議員對決議案有疑
問，當日就應該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
提出成立專責小組討論，但反對派當
日毫無反應，現在發言的內容又離題
萬丈，只是為反對而反對，目的只為
拉布，長此下去影響相當深遠，為顧
及大局，修改議事規則事在必行。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指出，反對派為阻

止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挖空心思拉布
已是意料中事，特別是法援決議案只
是建議提高法援金額，並非具爭議性
的議題，但反對派就煞有介事，提出
各種論調，但全屬離題之言，更分別
扮支持及反對，拉長討論時間，明眼
人一看已知非真正議事論事，只是為
拉布而拉布。他同意議事規則非改不
可，否則議會運作難以重回正軌。

為政治利益漠視民生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批評，反對派

只考慮本身能否繼續拉布，卻把民生

事務擱在一旁，對此感到氣憤，又指
法援制度讓有需要的市民爭取公義，
而「公義」也正是反對派一直掛在口
邊的「宣言」，但反對派卻發言批評
法援制度，凸顯出他們只顧「玩政
治」，全為本身的政治利益着想，視
民生於不顧。
他又不滿反對派將出席會議的責任

全推在建制派身上，做法任性及自
私；建制派為顧全大局，每次會議都
留守在會議廳內，導致其他議會及地
區事務亦被耽誤。

■鄺俊宇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朱凱廸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立法會昨審議上調法援費用決議案，反對派不斷作「馬拉松」式發言及要求點算人數拉布，企圖阻延下周處理修改
議事規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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