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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議事規則不容抹黑 走向「武鬥」輸得更慘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立法會日前成功通過修改議事規則。昨日在一個論
壇上，建制派與反對派議員就修改議事規則針鋒相
對，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修改議事規則有助平衡
議員發言及議會的時間，批評反對派把拉布視作表
演；「本土派」朱凱廸則揚言日後拉布更加激進，或
被迫走向「武鬥」。修改議事規則合憲合法，也參考
了外國議會經驗，旨在令議會回復正常，制止惡性拉
布，並無剝奪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利。反對派扭曲事
實，恐嚇市民，只為推卸其騎劫議會、癱瘓施政的責
任。反對派若敢採取非理性對抗，進一步違反香港和
平理性的社會價值觀，勢必誤判形勢，盡失民心，輸
得更慘。
儘管反對派一直濫用議事規則，致政府大量政策和
本港建設舉步維艱，損害香港整體利益，但修改議事
規則畢竟是大事，且反對派一再叫囂修改議事規則違
反基本法，所以建制派在其間慎重行事，所有修訂建
議都考慮了基本法和其他法理，參考了加拿大、英
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做法，兼顧到立法會的
社會責任和憲制責任，經過深思熟慮及諮詢權威法律
專家後提出。儘管反對派攻擊修改議事規則不合法，
但有關討論持續了一段時間，反對派暫未提出慣用的
司法覆核予以狙擊，反對派自知缺乏足夠的法律理據
和信心去挑戰。
成功修改議事規則，堵塞了惡性拉布、流會的漏洞，
反對派當然不會善罷甘休。他們雖然輸了修改議事規則
的攻防戰，但馬上掀起輿論戰，大肆抹黑建制派，污名
化修改議事規則，詆譭「建制派令議會不成議會」，恐
嚇將「百倍奉還」，更指建制派奪去他們唯一的「文
鬥」工具，迫使他們走向「武鬥」，未來一定會用盡所
有方法進行議會抗爭，關鍵時候例如二十三條立法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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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車事故響警鐘 海園當徹查原因

加激烈。這是反對派典型的混淆是非、誤導公眾伎倆，
散播恐懼情緒，企圖在民意上打翻身仗。
立法會議員監察政府的權利受到基本法保障，即使修
改了議事規則，政府日後提出的法案，仍需要經過立法
會不同黨派議員的審議和表決，議員可以贊成或反對，
在討論「一地兩檢」、國歌法本地立法等有爭議性議題
時，仍然可讓議員充分辯論。修改議事規則，只是防止
反對派惡性拉布癱瘓議會和政府，絕對不是為了剝奪立
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利，將兩者混為一談，只能說明反對
派死心不息製造政爭，撕裂社會。
立法會拉布、流會變本加厲，政爭愈演愈烈，廣大市
民飽受困擾，主流民意渴望議會、政府重回正軌，希望
香港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修改議事規則
成為民心所向。有民意調查顯示，約 5 成受訪者不支持
立法會議員在一些具爭議性的議題上拉布；接近一半受
訪者贊成立法會應修改議事規則，以減少拉布情況出
現。修改議事規則通過，全城額手稱慶；反觀反對派召
集的集會，不管事前如何危言聳聽，最終支持者只得小
貓三四隻，場面冷冷清清，落得完敗的局面，民意的背
向相當清晰。
香港受泛政治化困擾已久，人心思穩思變，尤其是十
九大開啟國家發展新時代，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的前途所在，落實「一地
兩檢」更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必然選擇，這些議題已
經得到本港主流民意的支持。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反對派若食古不化，還想炒作所
謂爭議性問題，不惜以激烈方式對抗挽救低迷人氣，效
果只會適得其反。反對派若敢因修改議事規則不能拉布
而「武鬥」，只能證明反對派有破壞無建設、完全喪失
理性，更加證明修改議事規則合情合理。

本港近日天氣顯著轉冷，海洋公園纜車
卻在前晚一度停頓，210 名遊客在凜冽寒風
中半天吊至少半個鐘，原因懷疑是平台上
的鐵欄因大風撞向一個車廂導致移位所
致。雖然事件中無人受傷，但值得園方高
度重視。開業 40 周年的海洋公園，一直保
持良好形象，但近年面對遊樂設施老化和
激烈競爭，連續兩年錄得虧損，而門票卻
連續多年大幅加價。本次海洋公園纜車停
駛事故可謂敲響警鐘，提醒園方要珍惜來
之不易的口碑，徹查原因，維護海洋公園
的良好形象，保持對遊客的吸引力。
出事纜車是公園內連通兩個園區的主要
交通工具，事發時天色已黑、寒風凜冽，
遊客身處半空不停搖晃，心境可想而知。
事件對海洋公園造成的影響不可掉以輕
心。昂坪 360 纜車 2007 年啟用後發生過多
次事故，造成負面影響，要經過多番努
力，花了大量公關宣傳工作，才逐步走出
陰影，挽回遊客的信心。海洋公園的纜車
歷史較昂坪 360 更久遠，大風或許只是本
次事故的表象原因，是否存在設備老化等
深層次問題，園方應吸取昂坪 360 的前車
之鑑，對纜車作全面深入的系統檢查、維
護，防範同類事件重演。
在香港迪士尼開幕前，海洋公園是香港
唯一的世界級主題公園，40 年來以其獨特
的特色和良好的管理水平，吸引大量遊
客。海洋公園入場人次曾經連年上升，
2011 年榮登「全球主題公園排行榜」亞洲

排名第五，大中華排名第一。
不過近年隨着鄰近區域旅遊景點競爭日
趨激烈，大型主題樂園如雨後春筍般冒
起，海洋公園的獨特優勢今非昔比，海洋
公園連續兩年錄得入場人次下跌和經營虧
損。面對經營困難，園方的對策是加價提
升收入。由 2011 年起 6 次加價，最新一次
是日前宣佈的明年元旦起加價 9%。總計過
去 8 年，海洋公園票價加幅達 92%，遠遠
跑贏同期通脹。
海洋公園門票加價，能否扭轉經營逆境
尚待觀察，但講到提升競爭力、增加遊
客，關鍵還要看園內遊玩項目能否與時並
進，管理水平能否持續提升。近年海洋公
園不時傳出設備故障和動物死亡的消息，
今年 6 月，過山車突然停止運作，23 名乘
客被困車內；去年 9 月，過山車停駛 3.5 小
時，21 名乘客被困 12 分鐘；2014 年 2 月，
機動遊戲「翻天飛鷹」系統故障，16 名乘
客被吊半空 34 分鐘；2013 年底，6 條錘頭
鯊離奇死亡。根據海洋公園最新的業績報
告，過去一個財政年度，公園共有 884 隻
動物死亡，較上個年度增加一成。凡此種
種，所透露的是公園設備老化、管理不
善，引發事故隱患頻生，值得園方高度重
視，徹底改善。
海洋公園經過幾十年悉心經營，成為本港
旅遊業的金漆招牌，在旅遊競爭激烈的情況
下，更要保持良好管理，務求讓遊客玩得開
心、玩得放心，以優質服務立於不敗之地。

朱凱廸揚言日後拉布更激進
李慧琼批「自決派」為表演 謝偉俊：搞嘢唔好入立會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罔顧民生、經
濟發展，把立法會變成其政治凌駕一切的場地，拉布
問題嚴重。建制派為求撥亂反正，修改了議事規則以
控制拉布問題，卻遭到反對派的抹黑。昨日在一個討
論修改議事規則的論壇上，建制派與反對派議員就該
議題針鋒相對。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批評「自決派」朱凱廸把拉布視作表演，而朱
凱廸則揚言日後拉布情況會更加激進云云。

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昨日討論議事規則修改的相關議題。出席
節目的李慧琼就指出，在討論修改議事規則期間，反對派以發

■拉布浪費大量公帑，損害民生，圖為大批市民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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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幾
經阻延，立法會議事規則終獲修改。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昨日認為，這
可令香港向前邁進，處理發展經濟
等重要議題，又批評反對派聲言立
法會的監察權會被剝奪是誤導公眾。
他強調，所有立法會議員都有足夠
渠道監察政府表現，有關權利受香
港基本法保障。

修議規「只令情況好少少」
出席論壇的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亦狠批反對派以極
端手段拉布。他說，建制派只能「斬腳趾避沙蟲」，透過修改議事
規則令反對派繳械，交槍、交核武。謝偉俊形容，今次修改「只係
令情況好少少」，直言反對派「掟菠蘿，掟榴槤」的話，新修訂的
議事規則仍是阻止不了。
同場的朱凱廸卻稱，是次修訂把反對派的「文鬥」工具奪去，但
揚言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只會迫使反對派走向「武鬥」，「反對
派可以點呢？無得文鬥一定要衝。」朱又聲言，建制派只會令議會
不成議會，反對派一定會用盡所有方法進行「議會抗爭」，關鍵時
候會更加激進云云。謝偉俊立即反駁，並指外國議會全部都是「文
鬥」，如果要「武鬥」的話，就不應進入立法會，「咁中意搞嘢，
就喺立法會外面搞嘢，唔好入立法會搞！」

■李慧琼

資料圖片 ■謝偉俊

資料圖片 ■李慧琼在fb的發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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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去守住議會，仲點運作？」

劉慧卿「零票議員」論被駁斥
出席同一活動的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就稱，是次修訂破壞了建制
派、反對派及政府之間的互信，又批評議會內很多議席是「零票議
員」云云。謝偉俊隨即反駁，指很多民主國家，包括美國和英國的
國會，都有部分人並非經市民選舉產生，但他們在議會內有制衡功
能，適當反映一些界別的看法，形容議會「有踩油嘅地方，亦有踩
break（煞掣）嘅地方」，香港議會兩樣都有。
李慧琼則強調，不能因為不同意議會組成方法而作出暴力行為，
英美政府首腦亦非一人一票選出來，「佢哋係咪好公平呢？根本無
完全公平，你要尊重歷史㗎嘛，個制度上次叫你改你又唔改。」

民建聯主席李

  慧琼昨日在《城
市論壇》上與反
對 派 舌
戰後意猶未盡，再於
facebook 發 帖 （ 見 圖 ） ， 直 言
「《城市論壇》都唔畀拉
布」，但立法會開會時間同樣
緊絀，卻出現瘋狂拉布問題，
如不修改議事規則守住議會，
議會將不能運作。

李慧琼表示，即使是《城市論
壇》主持，為讓節目順利進行，
都無可能任由個別嘉賓長篇大
論，霸佔節目時間，「同樣地，
立法會大會每年嘅開會時間唔夠
600 個鐘頭。當見到部分議員瘋
狂拉布，有爭議又拉，無爭議又
拉，如果我地（哋）咁都唔去守
住議會，議會仲點樣運作？」
對於昨日論壇上有學生認為，修

改議事規則後「議會不成議會」，
再也監察不了政府、保障不了議員
發言權，她指出，即使議事規則修
改後，也只是增加拉布成本，平衡
議員發言和議會時間，無可能杜絕
拉布。她希望市民留意點人數、重
複發言等會否在立法會繼續發生，
國歌法和「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
過程是否仍然困難重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葉太：修議規無違反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近日獲
通過的其中一項議事
規則修訂，為將立法
會全體委員會法定人
數 由 35 人 降 至 20
人，以減低反對派亂
點人數引致流會的風
險，反對派聲言修訂違反香港基本法云
云。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見圖）昨日強調，有關修訂並無違反基
本法，因全體委員會負責審議條例草案，
性質與立法會大會不同，又批評反對派每

■周浩鼎批評反對派的「立會監察權被剝
奪」說法是誤導市民。

周浩鼎：令港邁步向前

出聲響的防狼器阻礙議會辯論，及以鐵鏈將自己鎖在座位等離譜行
為，「你拖得幾個小時，又或阻延一天又如何，對事件毫無幫助。」
她並批評坐在旁邊的朱凱廸，以前所未見的手法拉布，包括濫用《議
事規則》第八十八（一）條驅逐記者及公眾出議事廳的條文，將行動
升級為「拉布 2.0」，更把拉布視作表演。

次提出點人數後都「無影」。

指全委會性質與大會有別
葉劉淑儀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根
據建制派取得的法律意見，全體委員會負
責審議條例草案，議員可無限次發言，但
在大會上就只可於每項議案發言一次，因
此全委會的性質與大會不同，降低全委會
法定人數並無違反基本法對大會法定人數
的要求。

修訂可減流會風險
她認為，修訂可減少流會風險，又反駁

反對派聲稱建制派「偷懶」的說法，指做
法可令議員更勤力開會免招人話柄。她又
不滿反對派議員不出席會議，每次點人數
前只剩一人，點人數後就連那一人也離開
會議廳。
對於反對派聲言修改議事規則是為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鋪路，葉劉淑儀強調兩
者無關，因特區政府需要評估立法時間，
在此之前更有「一地兩檢」和國歌法的本
地立法工作，預料過程會非常艱苦。不
過，她重申為廿三條立法是憲制責任，而
香港目前雖已有煽動罪，但欠缺分裂國家
罪，故要盡快完成立法彌補不足。

至於提交呈請書成立調查委員會的門檻由
20人增至35人，葉劉淑儀認為，只要議題真
正涉及公眾利益，仍會得到足夠支持，又指
調查委員會無法定權力傳召相關人士，如有
需要而且「夠票」，就可引用《權力及特權
條例》，取得法定權力去調查，但指有關條
例不應被濫用。
她認為，修改議事規則的最大作用是減少
流會，或令流會後可盡快復會，立法會監察
政府的能力無被削弱，議員也不會因此罔顧
民意，通過一些不獲市民支持的條例，呼籲
早前聲言「百倍奉還」的反對派議員不要為
發洩而阻礙立法會的民生工作。

拉布浪費公帑近億元

周浩鼎昨日在港台英語節目中表
示，拉布令很多議會及政府工作都
被拖延，也無可避免令工務工程成
本暴漲，最後要由納稅人埋單，這
點很多人都同意，並引用數據指拉
布令上屆立法會4年會期的工作量
增加，浪費近1億元公帑，還未計
算政府工作的增加成本，「最後我
們着手討論修改議事規則。」
他續指，拉布衍生的問題於過去
數年越見尖銳，建制派一直希望修
改議事規則，以杜絕濫用情況，並
回應公眾訴求，但由於修改議案需
要同時獲得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議
員支持，建制派一直沒有機會確保
議案獲得通過。不過，反對派在去
年宣誓風波中犯錯，部分人最後被法院裁定喪
失議員資格後，議席懸空，建制派在地區直選
終於佔大多數，「我們一定要利用這機會，去
通過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杜絕反對派的濫用
行為，而拉布帶來的傷害也最少得以緩和，令
立法會回復正常運作，香港重回正軌。」
對於反對派聲稱修改議事規則會剝奪立法會
監察政府的權利，周浩鼎批評他們的指控完全
失實、誤導，強調監察政府是一回事，用拉布
癱瘓政府是另一回事，不可混為一談。

議員權利受基本法保障
他強調，所有立法會議員都有足夠渠道監察
政府表現，有關權利受香港基本法保障，呼籲
反對派不應再誤導公眾，開脫他們損害立法會
運作的錯誤。
他認為，只要修改議事規則避免拉布，香
港就可以向前邁進，處理其他重要議題，包
括發展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