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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規戰火燒至內會
反對派要求大會加插議程 等大主席裁決

立法會大會將於下周三繼續討論修改
議事規則的議案。根據議事規則第

十八條，須先完成議事規則的修改議
案，才討論其他，議員不能自行動議改
動議事規則的議程。反對派引用議事規
則第九十一條指，稱大會主席有權作出
或批准議員作出有關動議，遂要求在下
周大會暫停議事規則第十八條，即暫停
討論修改議事規則，先討論他們提交
的、包括譴責大會主席梁君彥和內務委
員會主席李慧琼等97項議案。

內會不表決 各自表述
昨日內會甫進入議程，反對派就不斷
提出規程問題，聲言已作預告便可以提
出暫停、內會沒有權力否決議員提出第
九十一條的動議等等，令實質討論一直
未能開始（見另稿）。
李慧琼即指出，過往處理該規則的方

法，需要獲得內會推薦或議員的共識，
再交由主席裁決，故建議以表決的形式
歸納內會的意見。惟反對派議員繼續起
哄，會議進行逾一小時仍然未能擺脫規
程問題的「魔掌」，李慧琼宣佈暫停會
議5分鐘。
在恢復會議後，李慧琼表示，為了讓會

議能夠順利進行，決定不以表決的形式處
理有關的議案，並希望各議員在餘下的時
間理性討論，各自表述，讓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作參考，並在稍後時間作出最後裁決。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在發言
時聲言，他們提出暫停修改議事規則是
為了讓其餘「重要」項目先辯論，例如
傳召政府官員等，並讓整個社會及議會
「冷靜下來」。
「自決派」議員朱凱廸則稱，要把譴責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及內會主席李慧琼的議
案優先處理，以確立議會的「公信力」。

建制派恐「91」成核彈
民建聯議員張國鈞指出，梁君彥不應

該批准反對派以第九十一條調動議案，
否則未來反對派議員或確立為新形式，
令該規則成為拉布的「核武器」：「個
個都提出91，未來幾年咩都唔使做。」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及葛珮帆，在發言
時則痛斥反對派拉布，指議會的運作及
效率已被拉布嚴重影響。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批評，反對派提出97

項文件的目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故代表工聯會支持梁君彥堅持其裁決，並相
信內會中清晰明確發表的意見，對其裁決有
幫助，並強調有需要修改議事規則，以解決
立法會現時千瘡百孔的問題。
經民聯議員盧偉國在發言時則指，反
對派在前日的會議中非常熱烈地參與討
論，反映大家都希望繼續辯論議事規

則，而他也看不到有調動議案的迫切
性，故代表經民聯反對以第九十一 條的
動議，應該盡快處理修改議事規則。
新民黨議員葉劉淑儀代表該黨反對調

動議案。她指出，前日的大會中已經開
始審議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而在如此
「艱難」下才可以展開辯論，理應一氣
呵成，實看不到有必要調動議案。自由
黨議員邵家輝亦代表該黨表示反對。

秘書長：無共識需批准
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在總結時指，議

員引用議事規則第九十一條並不常見，
而從未有個別議員在未得到廣泛共識下
提出有關動議，並取得立法會主席批
准。他強調，現任立法會主席的做法與
以往一致，按議事規則第十九條，立法
會議程由立法會主席決定，相信梁君彥
會考慮議員表達的意見，並作出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為阻撓立法會討論修改議事規則，無

所不用其極，更將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拖

落水。內會昨日舉行會議，就22名反

對派議員早前去信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

席李慧琼，討論97項有關下周三的立

法會會議的擬議議案。反對派聲言要以

議事規則第九十一條，暫停修改議事規

則議案的辯論，並調前其他議案。會議

情況仍然混亂，反對派不斷以規程問題

阻礙討論，令會議一度暫停。建制各黨

派在發言時批評，反對派拖延議事規則

的辯論，紛紛反對，以免令該規則成為

拉布的「核武器」。最後，內會決定將

問題交由立法會主席裁決。

修改議事規則進
入白熱化階段，令

昨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火藥味
濃。反對派為阻撓內會否決其97項動
議，頻頻舉手以提出「規程問題」為
由，嚴重擾亂議會運作，令討論不能
順利進行。
反對派就下周三的立法會大會議

程，提出97項文件要求調動議程，延
後修改議事規則議案的辯論。內務委
員會主席李慧琼將相關文件分為4
類，並籲「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
光代表講述反對派的理由，惟反對派
開始以規程問題阻礙進入討論。
反對派的規程問題大多陳腔濫調，

不斷重複相近的理據，包括聲言按第
九十一條提出動議只需有足夠預告
期，或獲得主席批准則可，字面上沒
有寫明需要經由內會討論，更聲言：
「進入討論咪跌咗入你（李慧琼）個
圈套！」
李慧琼即時提醒：「其實內會是討

論大會的議程，我相信大家也明白。
咁議員有封信入嚟，我都係按大家要
求擺入（今日）議程度。」
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也為此多次回

應反對派的提問，強調以往慣例所有
議員提出第九十一條，均需要先經內
會，再交由主席作出決定。

反對派舉錯例被反駁
民主黨議員林卓廷就為拗而拗，提出一個

2012年的「例子」，要求立法會秘書處解釋。
助理秘書長回應指出，該例子所引的是政府法
案，並由政府提出暫停，故與今次的情況不
一。她強調，政府法案方面其內部有機制協
調，而議員提出的議案則要透過內會作協調。
單單因規程問題便討論了逾一小時，李慧琼

提出，以表決決定反對派的動議，但反對派不
接受並繼續起哄，不斷舉手爭相發言。會議一
片混亂及嘈吵，李慧琼一度暫停會議，並與反
對派議員商討。
為了讓會議能夠順利進行，李慧琼宣佈不以

表決的形式處理96項議案，希望各議員在餘下
的時間理性討論，規程問題的鬧劇終告閉幕。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在發言時批評，部分反對派
揚言修改議事規則後亦未必好，她表示認同：
「你要拉布一定搵到方法」，隨即批評反對派
提出規程問題亦可以拉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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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繼續拉布阻礙香港發展。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昨日審議興建西九文化區綜合地庫約
31.8億元的撥款申請，惟反對派議員不斷
發言拉布，質疑有關工程何以會較政府原

先的估算便宜，公民黨議員郭家麒更動議
休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指出，有關的撥
款申請已在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了6個小
時，並批評反對派議員橫蠻無理，嚴重影
響議會的運作。
財委會昨日討論「西九文化區綜合地庫」

第三階段建造工程估算費的撥款申請。民政
事務局常任秘書馮程淑儀在會上介紹有關項
目時透露，有關的工程估算費將由約36.4億
元下調至約31.8億元，減幅達12%。
民建聯議員劉國勳認為這是好事，但擔

心工程公司會不停向政府索償，詢問政府
會否設「封頂價」。土木工程拓展署南拓
展處處長彭雅妮指，工程公司要有合理原
因才可以向政府索償，不會因為造價減少
而加大索償額。
雖然「慳咗錢」，但反對派議員就借題

發揮，質疑特區政府早前「計錯數」，導
致估算出現「巨大差額」。
「街工」議員梁耀忠聲言，整體工程的
估算誤差達12%「非常嚴重」，並稱擔心
日後的工程會超支。「人民力量」議員陳
志全則稱工程整體造價雖然減少，但管理
費就不跌反升，較去年估算增240萬元。

連累食環開新職司法人員調薪
在距離會議結束時間約20分鐘左右，

反對派議員仍不斷要求發言。陳健波提
出，是日議程還包括食物環境衛生署開設
1個負責領導新街市科的首長級丙級政務
官編外職位，和司法人員薪酬調整這兩項
撥款申請，遂為議員發言劃線。
郭家麒就聲稱，「現在有議員結婚（公

民黨黨魁楊岳橋昨晚補辦結婚酒會），很

多議員都會出席這次酒會，（陳健波）做
埋劃線啲小動作……如果認為不夠時間討
論，就應該加會。」
他並隨即提出休會動議，陳健波批評反

對派議員橫蠻無理，並強調有關的撥款申
請在工務小組及財委會大會已共討論了8
個小時，現在就因反對派拉布，就要拖延
到明年1月初才能處理，「私事重要還是
公務緊要？假如有議員因參與宴會而缺席
會議，我會予以極大力度的譴責。」
最終，有關的撥款項目未能完成討論。

民建聯議員黃定光會後批評反對派濫用休
會、中止待續等議事規則，完全不尊重會
議以及主席，令議會「一事無成」。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也指，有關的撥款申
請已經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委會討論了
不少的時間，不應該議而不決。

反對派拉布 西九地庫撥款未能過

反對派扭盡六壬阻撓修改議事規則，不僅
在議會內利用各種手段拖延時間，包括把戰

火燒向內務委員會；議會外，民主黨涂謹申開記招「請救兵」，竟然
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開表態，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是否符合基本
法。涂謹申主動要求「行政干預立法」，有無搞錯？其實不必大驚小
怪，雙重標準、輸打贏要，本來就是反對派的本色，什麼政治原則立
場，在利益面前，通通可拋諸腦後。

終院：立會有能力管理內部運作
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經過議員協商、表決通過就行，這是立法會

的內部事務和法定權力，行政長官何必要越俎代庖；如果要挑戰修改
議事規則是否合法，那也應該向法庭求助，而2014年梁國雄剪布
案，特區終審法院曾經判決，「立法會應該有其處理及管理內部運作
的能力，並不受法院干預」，連司法機構都自我約束，不干預立法會
運作，但涂謹申要求行政長官就修改議事規則表態，是否強人所難？

香港根據基本法設計，實行行政主導，但反對派一向咬死香港行「三權
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互不干預，否則就是「犯天條」，有「憲制危
機」。梁國雄、羅冠聰等四丑「宣誓玩嘢」，違憲違法，政府對四丑提出
司法覆核，又是涂謹申，煞有其事地指責，「行政機關干擾立法機關是很
嚴重的事」。既然行政干擾立法很嚴重，為何涂謹申現在又不怕呢？

最可笑的是，四丑被法庭裁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立法會行管會
向四丑追討薪津，梁國雄亦公然要求行政干預立法，要求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出面阻止行管會追討他們白領的薪津。真是此一時，彼一時，
龍門任搬。

反對派口口聲聲講「三權分立」、行政不應干預立法，但涉及自身
利益時，哪還顧得了什麼原則和底線，自打嘴巴，也就見怪不怪了。

■楊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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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干預立法」搬龍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正式開始處理修改立法會議
事規則的議案，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涂謹申昨日突出怪招，聲稱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有憲制責任就議事規則修正
案是否「合憲」公開表態。立法會建
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的拉布舉措已
引起民憤，自己不去檢討，卻諉過於
人。有網民批評，反對派經常將所謂
「三權分立」掛在嘴邊，但現在卻要
行政去「干預」立法，是為了一己政
治目的而亂搬龍門。
涂謹申昨日舉行「一人記者

會」，聲稱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
「廢除」立會監察權力，只會令香
港社會更撕裂和對立，「令市民對
『一國兩制』更失去信心。」而特
區政府暫停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和附

屬法例，實際是在支持建制派修改
議事規則的舉動，就是「破壞『一
國兩制』」云云。
他續稱，修規「違反基本法」，

但特區政府「從來沒有在此事上表
態」，並聲言倘日後有人就此提出
司法覆核，而法院判決修規「違
憲」，「林鄭就是參與並支持一個
『違憲』的舉動，後果十分嚴
重。」因此，特首和律政司司長也
應要就修規是否「違憲」表態，否
則就會「違反」其憲制責任云云。
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自

由黨主席張宇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批評，涂謹申不應將揣測性
的答案套在他人甚至特區政府身
上。事實上，特區政府十分熟悉立
法會的運作，倘有意偏袒，就不會

提出多條「察悉」的法例讓反對派
有拉布的機會，不會不待法院就
DQ案上訴有結果後才一併補選所
有議席。

黃國健：不提法案是尊重議會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指，特首的

職責是要確保特區順利運作，但立
法會正處於「戰爭狀態」，終日被
反對派騎劫，拉布無日無之，令施
政受到影響，倘維持現狀，所有政
策和法案等在提交立法會時都會成
為反對派拉布的工具，故特區政府
待處理好議事規則後才提交法案是
正確的做法。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表示，審議修

改議事規則是立法會的「家事」，
而反對派表明會拉布阻撓，特區政

府暫時不提任何法案，是讓議會不
受干擾，及有更多時間處理修規，
是對議會的尊重。涂謹申的目的只
是要向林鄭月娥施壓，欲借特首之
手達到他的政治目的。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指，反對派的

拉布已經令普遍市民生厭，民調也
顯示有很多市民都支持修改議事規
則。他希望反對派不要諉過於人，
試圖將責任推到特區政府身上。
不少市民都不滿涂謹申亂搬龍

門。「Edith Ho」直指：「之前佢
地（哋）唔係話唔好行政干預立法
咩，點解現在又叫特首干預，一時
一樣，聽犯（泛）民講野（嘢）真
係聽到人都癲！」「Peggy Ng」也
說：「當特首講到立法會嘅時候，
呢班反對派就話三權分立，行政唔
可以干預立法會。家面對自己不
利嘅處境，就要求特首出聲聲援，
咁即係你哋鍾意點就點。」

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涂謹申叫特

首「干預」立法會，其他反對派議
員點睇？工黨議員張超雄就聲稱，
林鄭月娥偏幫建制派之心「已經相

當明顯」，涂謹申只是提出「真誠
意見」。「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
則稱，是在「配合」建制派提出的
修改議事規則，涂謹申只是在呼籲
特區政府不要「干預」。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則聲言，特
區政府手執提出議案的權力，現
在暫停所有議案的審議，即使不
是「主攻」，也是「助攻」。
「街工」議員梁耀忠則稱，距離

聖誕假不足一周，最快要到明年1
月中才能正常運作，但很快又到
農曆新年，倘特區政府如此「配
合」建制派，立法會可能要明年3
月至4月才回復「正常運作」，故
涂謹申的目的是要特區政府不要
「干預」議會的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涂謹申要求特首表態捱轟

反對派互相偏袒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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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恢復會議後，李慧琼（左）表示，為了讓
會議能夠順利進行，決定不以表決的形式處理
有關的議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立法會內會進行逾一小時仍然未能擺脫規立法會內會進行逾一小時仍然未能擺脫規
程問題的程問題的「「魔掌魔掌」，」，李慧琼宣佈暫停會議李慧琼宣佈暫停會議55
分鐘分鐘。。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馮程淑儀表示，西九綜合地庫的工程估
算費將由約36.4億元下調至約31.8億元，
減幅達12%。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