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議規決議案修正案合併辯論
林鄭讚做法合理 盼立會速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今天開

始審議關於修訂議事規

則的決議案，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已裁定將決議

案與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合併辯論。特首林鄭月

娥回應傳媒提問時表

示，尊重立法會主席和

議員行使他們自己的憲

制責任。她認為，立法

會主席做的裁決四平八穩，因提出的修訂均是圍繞

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的議事規則，故合併辯論是頗合

理的做法。她並期望立法會事務可盡快重回正軌，

呼籲議員能按主席裁決進行辯論並表決。

20172017年年1212月月66日日（（星期三星期三））重  要  新  聞A2 ■責任編輯：曲 直

立法會今天審議議事規則修訂，梁君彥
前日裁定將數十項修訂合併辯論，除

動議人外，每名議員可發言15分鐘。

均圍繞基本法第七十五條
林鄭月娥昨日早上出席行政會議前，被
問到梁君彥的裁決是否公道，及會否影響與
反對派的關係等。
她首先指出，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寫明，
立法會修訂或制訂議事規則是立法會自行決
定的，而梁君彥的裁決亦四平八穩，「他一
方面就用很寬鬆原則接受了議員、包括非建
制（派）議員就議事規則修訂擬議的決議
案，再提了些修訂，所以是接納了相當多議
員修訂。但由於修訂是全部圍繞基本法第七
十五條的議事規則，所以合併辯論亦都是一
個頗合理的做法。」
她續說，梁君彥作為主席，希望能夠在
一段時間內將修訂議事規則事件完結，讓立
法會處理其他政府事項，屬無可厚非，期望
立法會議員能按主席裁決進行辯論並表決。
現時特區政府無向立法會提交任何法
案，被問到是否刻意「讓路」予議事規則修
訂。林鄭月娥表示，當立法會恢復正常運

作，就會如常向立法會提交法案，「這並非
特別的戰術或策略，例如附屬法例、法案首
讀及二讀。在今個會期，立法會都花了大量
時間，這個現象或許很不正常，我們希望立
法會事務盡快重回正軌。」

張建宗：完成修訂呈法案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在另一場合表

示，現時有反對派議員表明會在議事規則修
訂一事上拉布，故即使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
交法案也沒有用。他並指，當議事規則完成
修訂後，便可以放心提交法案，「如果一旦
處理（修訂議事規則）後，政府便可以放心
提交我們現時正輪候等待呈交立法會的法
案。」
張建宗又指，希望各黨派議員能務實地

處理決議案，並如梁君彥所講，爭取在聖誕
節前完成有關審議。
另外，立法會補選定於明年3月11日舉
行，與全國「兩會」撞期，選管會被建制派
批評「不熟國情」。林鄭月娥表示，補選日
期已刊憲，提名亦即將進行，並不存在任何
改期的空間，重申尊重選管會獨立作出這個
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今日討論修改議事規
則，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估計
反對派議員會用盡所有方法，拖
延或阻撓會議進行。她強調，議
事規則需要與時並進，相信建制
派議員會盡力謹守崗位，而民建
聯的立法會議員亦會全程在會議
廳內。

李慧琼：民記議員守全場
李慧琼昨日表示，修改議事規

則的攻防戰由本年度會期甫開展
便已開始，今日將進入關鍵階
段，相信反對派議員會用盡所有
方法，包括提出不少規程問題，
或引起秩序問題，拖延和阻礙議
會進行。她直言，對今天的會議
已有心理準備，不會低估可能發

生的情況。
面對今日的「硬仗」，她相信

建制派議員會謹守崗位，而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亦會全程在會議廳
內，確保會議順利進行。
她強調，議事規則需要與時並

進，期望議事規則的討論可以順
利展開，讓各議員發表不同意
見，呼籲反對派議員不要阻礙議
會運作。
對於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把建制

派及反對派的修訂合併辯論，李
慧琼認為安排符合議事規則，以
及有參考過去的安排，相同議題
過去亦會採取合併辯論處理。
她強調，修改議事規則已於

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及內務
委員會充分討論，方進入大會
討論。

反對派今勢拉布
建制嚴陣打硬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昨日訪問澳門，拜會澳門特首崔世
安，並簽訂安排，以容許港方向澳方提出送
達民商事案件的司法文書。張建宗強調，港
珠澳大橋即將落成，加上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港澳兩地要聯繫、溝通和協作，以發揮
協同效應，優勢互補。

拜會崔世安 交流兩地事
昨日為張建宗上任政務司司長後首次官式
拜訪澳門特區政府，其中包括禮節性拜會崔
世安，雙方就港澳兩地在經貿、跨境基建、

青年事務等方面的最新發展及合作交流意
見。他表示，隨着港珠澳大橋即將落成，以
及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下，兩地的合作及聯
繫將會更為密切，為兩地帶來龐大發展機
遇。

參觀澳青創孵中心受啟發
他在澳門會見傳媒時指出，雙方對港珠澳

大橋及大灣區寄予厚望，同意進一步構建平
台，加強港澳兩地的聯繫、溝通和協作，發
揮協同效應，優勢互補。在青年發展方面，
雙方探討了兩地借鏡之處、協作機會及加強

聯繫等。
張建宗又與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簽

訂《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民
商事案件相互委託送達司法文書的安排》。
根據現行法律制度，香港特區可以處理來自
澳門特區送達司法文書的外來請求，但卻沒
有正式途徑向澳門特區提出送達司法文書的
對外請求，《安排》將就後者設立正式途
徑，並改善前者的執行機制，以便利兩地民
商事案件訴訟人送達司法文書，更規定受委
託的法院應盡力於兩個月內完成送達委託
書。

他表示，會就《安排》進行
本地立法，透過立法會「先訂
立、後審議」程序引入附屬法
例，相信本立法年度可以通
過，通過後會通知澳門特區政
府，30日後《安排》就會正式
生效。至於刑事案件方面，他
指雙方仍在積極商討中。
張建宗昨日還參觀了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

心，了解中心為協助青年創業提供的設施和
支援服務。他指受到很大啟發，因中心運作
全年無休，「這方面香港可以借鏡，是否可

以提供一些同類型的設施給香港的青年朋
友，讓他們可以不受時間的限制，隨時都可
以有很好的基地發揮創意？這些都是值得我
們回香港後考慮可行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追討被DQ（取消議員資格）的6人
薪津，合共逾1,300萬元尚未有進展，
又傳來上個財政年度錄得輕微赤字的消
息。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新一
份年報，即使特區政府增加「泵水」一
億元，立法會在去年4月至今年3月的
財政年度，錄得近25萬元赤字，更是轉
盈為虧。
行管會會在今日立法會會議上提交

2016至2017年度事務報告。報告中的收
支結算表顯示，截至今年3月31日為止
的財政年度，立法會錄得24.8萬元的赤
字，由2016財政年度的1,282萬元盈餘
逆轉，相信與立法會換屆有關。

議員酬津大增至1.24億
雖然特區政府於2016至2017財政年

度向立法會撥款8.74億元，比上一個財
政年度的7.76億元增加近億元，而投資
收入及其他收入都有增加，但開支卻同
時大增，如「議員酬金、醫療津貼及任
滿酬金」一項，由7,800多萬元增加至
1.24億元，估計與支付上屆議員任滿酬
金有關，而「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也由1.65億元增加至1.92億元，「議員
的非經常開支償還款額」更由73萬元增
加至900萬元，估計與議員結束或開設
辦事處申領開支有關。上個財政年度總
開支接近8.8億元，較2016年度增加1.1
億元。
身兼行管會主席的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就在年報指，去年是成果豐碩的一年，
多項新措施相繼推行，如向網媒發放有
效期涵蓋整屆任期的通行證、在其餘兩
個會議室安裝電子表決系統、推出多個
網上系統、為出席委員會會議的少數族
裔團體代表提供翻譯等。

他又指，在本屆立法會剛開始時，議會保安工作
的挑戰前所未見，並特別提到去年11月由「青年
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引發、導致6名保安人員受
傷的衝擊事件，指行管會在諮詢全體議員後，決定
由去年12月中起，議員的職員不可進入立法會、
內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的會議場地，而每名議員
可以有多少名職員在立法會、內委會或財委會會議
舉行期間進入會議場地所在樓層也設定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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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訪澳門 簽民商事案文書互送安排

■張建宗（左）昨禮節性拜會崔世安。

■立法會今討論修改議事規則，料反對派會用盡所有方法拉布阻撓。圖為立法會會議。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昨回應立法會修改
議事規則事宜。

立法會今日開始審議《議事規則》修訂建議，
主席梁君彥決定將建制派和反對派提出的決議案
合併辯論。反對派濫用議事規則，癱瘓議會，令
香港虛耗空轉，民怨沸騰，修改議事規則勢在必
行，希望可有效遏止拉布。合併辯論修改《議事
規則》，符合法律和慣例，並已採取較寬鬆標
準，立法會應盡快理性、和平通過《議事規則》
修訂，早日恢復議會的正常秩序，讓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施政重回正軌，造福市民。

近年反對派利用議事規則的漏洞拉布，可以
用無所不用其極來形容。為防止反對派無止
境、無底線地拉布，令香港陷入議而不決、決
而不行的怪圈，修改議事規則，可糾正拉布歪
風，提高議會議政的效率和質量，更有效監督
施政，符合主流民意期待和香港整體利益。但
反對派卻強烈反對，更揚言即使建議獲通過，
將來會以更刁鑽手法拉布，更加凸顯反對派強
詞奪理，漠視民意。

根據《議事規則》及過往安排，立法會討論同
一主題時，都會作合併辯論。今次修訂《議事規
則》，建制派和反對派雖然提出不同議案，但其
實都是根據基本法第75條修改《議事規則》，
屬於同一主題，安排合併辯論並無不妥。再者，
以往重組政府架構的議案比修改《議事規則》更
複雜，都是合併辯論，如今沒理由因為修改《議
事規則》而破壞規矩，要作出特殊安排，把《議
事規則》修正案每一條分開討論。反對派要求逐
一討論的用意顯而易見，無非要令討論曠日持
久，繼續變相拉布。修訂議事規則是為香港利
益，反對派決心反對，更恐嚇揚言議會日後不會
暢順運作，但挑戰越是嚴峻，建制派越要迎難而

上，絕不能因為有人威脅而撤回修改建議，不能
向歪風屈服。

按照基本法，立法會主席擁有主持會議、決定
議程等憲制權力和責任，可以行使立法會議事規
則所規定的其他職權。確定議事規則修訂的程序
和辦法，正是立法會主席的職權所在。此次修訂
議事規則，立法會主席已採取較為寬鬆的原則，
只要議員提出的修訂議案經過「三部曲程序」，
即在議事規則委員會及內會討論，便可在大會討
論；沒有抵觸基本法、現行法例或《議事規則》
的條文；內容沒有不準確或不能理解，均獲批
准。因此，修訂《議事規則》的安排合法合情合
理，符合議會一貫做法，並非「快刀斬亂麻」，
也不是要限制議員發言的權利，更談不上自廢議
會監督政府的「武功」。

本立法年度，因為反對派拉布，由今年10月
至今，立法會共舉行了8次會議，至今還未能通
過一項法案。在過去的會議中，反對派利用議事
規則拖延會議，包括提出秩序問題、點算法定人
數、處理與程序有關的議案，耗用了約62小
時，期間更製造兩次流會，足足浪費了近一半的
議會時間。反對派為了阻止修訂《議事規則》進
入討論，所有法案都成為「拉布工具」，目前有
大量法案被積壓，許多攸關民生、經濟的法案、
撥款及工程被拖慢拖垮。

可以預見，修訂《議事規則》是一場「硬
仗」，反對派必定不擇手段，負隅頑抗，甚至有
暴力行為出現。建制派一定要嚴陣以待，抵住各
種攻擊和詆毀，市民更要以強大民意，力挺建制
派修法剪布，讓立法會恢復正常運作，政府施政
暢順，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

修《議事規則》遏拉布 安排合理不容阻撓
立法會四個議席的補選將於明年3月11日舉行，

反對派昨日宣佈舉行「初選」，新界東及九龍西各
有三人角逐，結果將於補選提名期前一日公佈。在
反對派眼中，立法會議席從來只是利之所在，更甚
者視為「私產」，這次的「初選」安排，既違背反
對派自己所說的「政治倫理」，更違反民主選舉的
精神，剝奪了市民的選擇權；關鍵問題是「初選」
規則極不嚴謹，加入了電話和網上問卷調查、政黨
評分等元素，擺明有很大操弄空間，根本算不上是
選舉，與反對派掛在嘴邊的爭取「一人一票真普
選」更是南轅北轍。說到底，這場所謂「初選」，
只是反對派以「民主選舉」包裝政治操作，欺騙民
意、黨同伐異的偽民主鬧劇。

由於「青症雙邪」游蕙禎、梁頌恆和「瀆誓四
丑」中的羅冠聰、姚松炎，此前被法院裁定喪失
立法會議員資格，令九龍西、新界東和港島三個
地區直選議席，以及建築測量界一個功能界別議
席懸空，需要進行補選。「民主動力」舉行所謂
的「初選」，原來吸引七名反對派人士報名，但
隨前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在最後階段自動退出，
形成新界東及九龍西各有三人角逐的態勢。各參
選人還即場簽署備忘錄，承諾遵照「初選」安排
及尊重結果。即便如此，反對派的這些操作，仍
難掩其違背政治倫理、違反民主精神的實質。

反對派內部過去一直有一個說法是，「本土獨
派」留下的空缺，依政治倫理應該由他們自己優
先競逐。但是反對派各派系各懷鬼胎，在龐大的
政治和經濟利益面前，又怎會顧全什麼倫理道德
呢。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早前曾拋出「棄選
論」，建議開放讓所有人參選，但補選是單議席
單票制，民主黨地區實力較為強大，其他派別都

希望借助其樁腳和資源贏得議席，因此才協調達
成要舉行「初選」確定參選人的共識。但由於民
主派之間太多恩怨情仇，所謂「初選」絕不可能
是一場君子之爭，其結果也未必能服眾，民主黨
就曾經揚言，若新界東最終推選出來的人不是該
黨屬意的，將不會為其進行助選。

無論反對派如何包裝，這一場「初選」安排，
本身就違反了民主原則。首先，「初選」畢竟不
是真正的選舉，很多選民根本不會參與，卻減少
了真正選舉時選民可以選擇的對象，在相當程度
上剝奪了選民的選擇權；其次，「初選」的選舉
規則並非嚴謹的選舉，而是加入了電話和網上問
卷調查、政黨評分的「四不像」混合體，根本談
不上公正性。其實，這次是選擇性「初選」，明
明本次補選有九龍西、新界東和港島三個直選議
席，但反對派偏偏只在九龍西和新界東搞「初
選」，港島則已「傾掂數」，全力支持「香港眾
志」的周庭出選。為何港島就講政治倫理，九龍
新界就要好像很「民主」地搞「初選」呢？豈不
是明顯針對「青年新政」？其中黨同伐異的意圖
不言自明。

反對派過去也曾舉行所謂「初選」，但每次結
果都一塌糊塗，最終要由背後「大佬」出面協
調，實行「假民主真獨裁」。在各派貌合神離之
下，無論結果是誰都難以獲得一致支持，甚至不
排除有人撕破臉獨立參選。無論是上次立法會選
舉最後關頭操作「棄選」，還是今次煞有介事地
搞「初選」，講到底都是反對派各個山頭為平衡
各自利益搞出來的政治操作，其實質是剝奪選民
的選擇權，除了欺騙輿論、蒙蔽選民、黨同伐異
之外，又有何實質意義呢？

反對派「初選」是自欺欺人的偽民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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