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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蒸發」血汗錢「新年代」促除惡習

建制堅守反「拉」團體請願打氣
「西九新動力」挺修議規 盧偉國梁美芬等接信

兩團體共30餘人參加示威。他們拉起橫額「支持立法會修
改議事規則」，手持標語牌「修改議事規則刻不容

緩」、「急市民所急、修改議事規則」、「反拉布、保民生、
支持修改議事規則」、「撥亂反正、重回正軌」等，並高呼口
號：「拉布癱瘓議會、嘥錢、嘥氣、嘥時間」、「反拉布、保
民心」、「強烈要求、盡快修改議事規則」、「會議鐘聲成日
響、故意流會好無謂」等。
他們在致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公開信中指出，一直以來，立法
會內各種拉布及點算法定人數等行為，嚴重阻撓議會正常運
作，致使眾多有利民生及經濟的法案、撥款及工程被延誤拖
垮。上一屆立法會拉布所減少的會議時間逾450小時，浪費公
帑逾9,000萬元。立法會的運作長期被癱瘓，浪費大量公帑、
更浪費議會及香港人的時間。
公開信續指，他們支持建制派議員提出的修訂，包括賦予立
法會主席清晰的權力，如因經常點算法定人數引致流會時，主
席有權擇期重開會議，並可於合理時間內復會、處理會議未完
成事項；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改為20人；提高向大會提交呈
請書以成立專責委員會的門檻，人數由20人增至不少於全體
議員半數。
他們希望立法會的運作符合市民的期望，希望透過修訂立法
會議事規則，防止拉布及其他濫用規程的行為。

盧偉國嘆吃飯如廁聽鐘聲
盧偉國說：「這幾天很不幸，我們吃飯、去洗手間，都要聽
着點算人數的鐘聲。但我們一定堅持到底，因為拉布已影響香
港的經濟、民生發展，所以經民聯支持修改議事規則，改善濫
用議事規則拉布的情況。」
他續指，反對派議員也提出很多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卻要
拉布阻止建制派議員修改議事規則，橫蠻無理，並批評他們聲
稱即使修則成功，也會用新方法拉布的言論，令人憤怒和心
痛，因長此下去，香港將寸步難行：「我們這次一定堅守崗
位，最重要是有大家的支持。」

梁美芬：接力堅守冀成功剪布
梁美芬說：「全體建制議員連續幾天接力堅守立法會，就是
為了能夠成功剪布，為了這個目的，沒辦法落區處理市民的求
助。拉布之苦，就是令建制議員們都沒時間落區，為市民做些
實事。但為了今後遏制拉布氾濫，我們義無反顧。感謝市民的
打氣，我們一起努力，堅持到底。」

林健鋒：拉布禍港要不得
林健鋒說：「拉布是對市民、對議會的不尊重。拉布禍港真
係唔要得，我們一定盡力，讓立法會恢復秩序，修改議事規則
一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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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指反對派議員長年拉布，令立法會效率低下，因此支持修
改議事規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經民聯與「西九新動力」一同到立法會請願，支持修改議事規
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民間團體
「新年代」昨日到立法會請願，支持修改議
事規則。他們批評，反對派議員利用議事規
則漏洞大肆拉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遍及各
行各業，對建造業的傷害最大，而特區政府
施政舉步維艱，拖垮香港發展，並要求特區
政府嚴格執法，依法嚴懲阻撓會議進行、涉
嫌違法的議員。
「新年代」約30名示威者在金鐘地鐵站出

口集合，遊行到立法會示威區。他們拉起
「支持修改議事規則、消除拉布流會惡習」
橫額，並手持標語「反拉布快撥款、阻流會
保飯碗」、「拉布無恥、拉倒香港」、「拉
布是假、拉停香港是真」、「拉布為私利、
損市民利益」、「拉布拖撥款、工人最受
苦」、「泛民拉布呃飯食、工人失業無飯
開」等。
示威者沿途高呼口號：「濫用拉布、發展
停滯、燃燒時間、浪費公帑」、「流會犯眾
憎、拉布阻民生、拉布無休止、市民受夠
了」、「堅決反對拉布、勿令香港停頓、修
改議事規則、齊讚剪布係得、支持剪布加
辣、趕絕拉布惡習」、「日日流會好離譜、
香港發展點做好、流會收工側側膊、議事規

則得個殼」等。

建造業受影響最嚴重
示威者表示，據立法會統計，上屆立法會

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高達1,478次，消耗
220小時會議時間，導致18次流會。除了每年
瘋狂拉布的財政預算案外，連民生議案都成
為反對派拉布對象。建造業受影響最嚴重，
以立法會2016至2017年度為例，工務小組通
過26項合共1,303億元工程撥款，但財委會只
批出583億元，不足整體撥款的一半。
示威者續指，反對派議員為了拉布，屢屢
暴力衝擊主席台和保安，根據《立法會（權
力及特權）條例》屬刑事罪行，可罰款
10,000元及監禁12個月。而根據條例阻撓會
議進行亦屬刑事罪行，根據法例可罰款
10,000元及監禁12個月，如持續犯罪，則再
每日另加罰款2,000元。
他們要求政府嚴格執行相關法例，依法嚴

懲該些涉嫌違法的議員。他們並指部分議事
規則已不合時宜，應盡早修訂，以打擊拉
布，維護立法會的誠信和尊嚴。「新年代」
促請立法會議員勿再拉布浪費公帑，蒸發納
稅人辛苦賺來的血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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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鼎、柯創盛、何俊賢、
陳恒鑌和葛珮帆，昨日接收
了「新年代」等的請願信，
並強調他們會堅守立法會，
促成通過修改議事規則。
周浩鼎指出：「我們堅

守立法會，是為了拯救香
港，勿再因為拉布虛耗時
間和金錢，是希望讓香港
重回發展正軌，還議會和
社會安寧。」

葛珮帆批蹉跎港發展
葛珮帆說：「非建制議

員這幾天拉布已無所不用

其極，我們都抱着一個
『忍』字訣，不去駁斥他
們的無理言行，就為了能
成功修改議事規則，遏制
拉布。拉布破壞議會秩
序，蹉跎香港發展，不能
再這樣下去了。」

張宇人：拉布延誤多個項目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自由

黨主席張宇人就指出，在他
擔任財委會主席的2014至
2015年度，拉布就令多個項
目被迫延遲，僅因通脹原因
就多耗費28億元。這些都
是市民的血汗錢，不應該就
這樣白白浪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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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鼎、柯創盛、何俊賢、陳恒鑌等接收請願信。

■葛珮帆
接收請願
信。

■ 「 新 年
代」到立法
會請願，支
持修改議事
規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消委會昨日公佈多項調查結果，發現外傭中介
公司的中介收費差距可達124%，而且未有查核
外傭資歷卻拒絕退款；亦有醫療中心在提供體檢
服務時誤導消費者，促使其購買更多檢查項目。
無論是外傭中介還是體檢，相關服務都關係到消
費者的生活和健康，有關個案反映出本港部分不
良商家缺乏誠信，抱着賺快錢的心態卻罔顧消費
者利益，影響本港整體形象和競爭力。面對行內
企業的良莠不齊，業界需要加強自我約束，建立
良好形象；政府也需要強化指引、加強監管，務
求設立一條明確的營商底線，切實保障消費者利
益，維護香港社會的聲譽。

消委會報告提到的外傭中介和健康檢查服務，
近年市場需求均十分殷切。本港不少家庭都有聘
用外籍傭工照顧子女、長者或做家務，截至今年
10月，本港外傭數目已超過35萬名，外傭中介
公司亦多達1300多間。至於健康檢查服務，隨
着市民健康意識的提高，加上很多內地周邊城市
居民來港做體檢和打疫苗，不少醫務中心都不愁
生意。在這種情況下，有一些商家抱着「過咗海
就是神仙」的心態，對消費者作出不實陳述，務
求多賺錢、賺快錢，導致消費者受到不應有的損
失，業界和政府都有必要共同努力制止這種行
為。

一方面，業界要加強自律，充分認識自身的角
色和權責，明確誠信是立身之本的基本商業理
念，明白如果為搵快錢而損害消費者利益，不僅
影響企業自身的生存發展，更危害到整個行業的
社會形象，有百害而無一利；極端情況下更可能

觸犯法律，帶來嚴重的後果。日前被裁定罪成的
DR集團創辦人周向榮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當
年DR美容為了貪圖賺取快錢，將不成熟的CIK
療程推出市場，導致原本有60間分店的醫學美容
集團變成只有一間分店的小公司，市民大眾對醫
學美容的信心大受影響。更令人痛心的是，事件
釀成消費者一死兩傷的慘劇，周向榮更須為此承
受刑事責任，值得各行各業藉此自我警醒。

另一方面，政府有關部門需要就行業的經營手
法加強規管。事實上，就中介服務方面，勞工處
年初推出了《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給業界提
供指引，堵塞中介經營方面的漏洞，惟仍然需要
當局加強宣傳教育工作，提升僱主和業界的認
知，有必要時更要檢討罰則，提升阻嚇力。至於
健康檢查服務，一些誇大數據、誤導消費者健康
有問題的做法，已經涉嫌觸犯《商品說明條
例》，需要當局加強對行業的整頓和規管。

香港能夠發展為一個繁榮成熟的商業中心，最
核心的競爭力是營商誠信。近年不少內地居民來
港打疫苗和進行身體檢查，這本來是香港發展成
為地區醫療中心的難得契機。這些人來港做檢
查，無非是覺得香港的行業監管做得好，對檢查
結果有信心。但是如果一些商家為了賺盡而欺騙
消費者，無異於殺雞取卵、竭澤而漁，賺一次錢
的代價是敗壞了整個醫療體檢行業乃至香港的名
聲。這些害群之馬，應該受到業界和社會的一致
抵制，有涉嫌違反相關法律的，當局更要嚴正執
法，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同時，也維護香港聲譽和
業界的利益。 （相關新聞刊A11版）

營商講誠信 勿以賺快錢心態竭澤而漁
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又有新猷。昨日，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代表特區政府，與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
峰簽署文件，支持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另外，香港與內地執法機構的通報機制新安排也
達成共識。中央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
港投入「一帶一路」建設，為香港發展提供更廣
闊的舞台，創造更多更大機遇；同時，兩地堅持
依法辦事、雙向互惠的原則，啟動新的通報機
制，加強兩地執法部門合作，進一步保障兩地合
作和港人權利，反映中央注重以法律維護、促進
兩地的全面交往、合作，實現互利雙贏。

「一帶一路」涵蓋60多個國家地區、40多億人
口，預計產生至少20多萬億美元經濟規模，「一
帶一路」建設是中國長期堅持的重大戰略國策。
「一帶一路」戰略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動力，也
是香港激發經濟能量、加快發展的絕好平台。今
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出席新一屆特區
政府就職儀式並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支持香港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人民幣國際化等重大發展戰略中發揮優勢和作
用。如今特區政府和國家發改委簽署支持香港加
入「一帶一路」建設的文件，正是中央支持香港
發展的重要體現。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
擁有成熟的國際化營商網絡，與海上絲綢之路
沿線國家的交往歷史悠久，了解所在國的法律
法規、風土人情、商業及投資規則，擁有大量
國際化的法律、財務、管理等專業人才，這些
優勢和長處，正是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最需要的，香港完全可以配合國家所長、發揮自
身所長，在助力「一帶一路」發展中大有用武之
地。

此次兩地簽署的「一帶一路」合作安排，正以
香港在金融、基建、經貿和專業服務等優勢為
本，圍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
融通、民心相通五方面，加強香港與內地溝通及
合作，有關安排可謂為香港「度身訂做」，有助
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專
業服務中心的地位，推動內地和香港企業建立合
作夥伴關係，為香港企業、人才在「一帶一路」
中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

中央創造條件、提供機會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互利合作，還體現
在堅持依法辦事，加強港人權利的法律保障。兩
地通報機制的新安排，採取了4項新措施，包括
首次加入通報時限、標準化通報內容、列明通報
範圍及明確通報渠道，改善了通報時效和透明
度，受到本港社會的普遍歡迎，各界人士均認同
新安排積極回應了港人的關注，較之以往安排更
清晰，是一次法律保障的明顯進步，更好地保障
兩地居民在法律下應有的權利。

尊重法治是香港的社會核心價值，內地也日益
強調依法治國，在「一國兩制」下，兩地根據憲
法和基本法以及兩地相關法律的基礎展開合作，
有利兩地規則對接、民心相通，香港助力「一帶
一路」建設也將更順暢，有利香港更積極主動擁
抱國家發展提供的寶貴機會，在服務國家的同時
實現自身更好發展。

兩地合作創新猷 互惠雙贏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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