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事規則雖修改 理性議政有所待

非建制派議員在這個議題上顯得邏輯
混亂，進退失據，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例如，有議員認為建制派議員修訂議事
規則：「只會種下更多怨恨、種下更多
仇恨」。我對此感到很奇怪，如果按非
建制派議員的邏輯，建制派議員修訂議
事規則是所謂「種下仇恨」，那麼為何
非建制派議員亦同時提出多項修訂議事
規則的建議？他們憑什麼指責建制派議
員？這難道不是持雙重標準？

議事規則應與時俱進
事實上，如今兩方面均提出各項修訂

建議，恰好證明議事規則確有需要作出
修訂。不過我相信，今次建制派對議事
規則的相關修訂最終獲得通過，也並不
表示可以一勞永逸地杜絕拉布，因為有
非建制派議員揚言：「只會用一些更加
刁鑽、更加難以捉摸、更加聰明的方
法」，「百倍奉還」等等，可見有些人
毫無悔意，依然是「有破壞，無建
設」，看來短期內議會運作難以暢順。
的確，「破壞容易，建設困難」，非建
制派要拉布，要破壞議會秩序，要破壞
管治，可以說是防不勝防。但我們亦不
應該害怕他們的層出不窮的招數，議事

規則應修訂的，就要修訂！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75條，立法會自

行制定議事規則，令立法會可以履行憲
制責任，但不得與基本法相抵觸，立法
會議事規則絕對是具立法效力的。至於
非建制派議員就梁君彥主席所作出的各
項相關裁決的質疑也是沒有道理的。對
於有12位議員分別就修訂議事規則動
議合共12項擬議決議案，正如梁主席
多番強調，立法會行之已久的慣例是，
修訂議事規則的建議必須採用「三部曲
程序」處理。
具體來說，先由議事規則委員會研

究，再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其建議，然後
請立法會主席批准動議相關的擬議決議
案，供大會考慮。主席的裁決只會考慮
各項擬議決議案是否經過「三部曲程
序」，有沒有抵觸基本法、現行法例或
議事規則的條文，以及內容有沒有不準
確或不能理解之處。因此，主席裁定
12項擬議決議案均可以提出，顯然沒
有因為動議的議員是建制派或非建制派
而作出偏頗的處理。
至於其後有22位議員就擬議決議案

提出88項修訂議案，主席亦採取了寬
鬆原則，綜合考慮上述各項因素之後，

主席批准了23項修訂議案，當中涉及
54項擬議修訂。同時，鑒於12項擬議
決議案及其修訂議案都是根據基本法第
75條修改議事規則，屬於同一主題，
參考了立法會過往處理議員或政府提出
的決議案的慣例而安排合併辯論。由此
可見，主席所作出的相關裁決是既合法
又合理的。

反對拉布民意清晰
現時議會長期陷於拉布亂局，最終受

傷害的是全港各階層的市民，因為無論
經濟發展、基礎建設、土地開發和房屋
供應，以至很多社會民生問題的解決均
大受拉布阻延。「公道自在人心」，市
民看到這些情況自然心中有數。根據中
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近日公佈的調查
結果，有53.2%的受訪者同意「拉布阻
礙政府施政，拖慢香港社會發展」，只
有19.8%不同意。對於是否贊成立法會
修改議事規則以減少拉布，贊成修改的
受訪者達 49.4% ，不贊成的只佔
30.1%。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有58.6%
受訪者表明不贊成非建制派議員早前就
「一地兩檢」議案拉布，大幅拋離
22.2%的贊成比率。由此可見，對於非

建制派議員的種種拉布
行徑，民意傾向十分清
晰。
儘管議員在議事堂發

表的言論，不一定是
事實，但一些最基本
的常識與認知，豈能
混淆。例如多位非建
制派議員在發言中，狡辯說在大會20
人站立呈請，只佔很短的時間，不是
拉布。但大家都知道，呈請之後成立
相關調查委員會，所虛耗的時間、人
力、公帑，非常龐大。建制派議員提
出對第20（6）條的修訂，即呈請的議
員人數改為議會半數，目的只是避免
濫用，成立專責委員會是要慎重的。
對於非建制派議員在議事堂上大放厥
詞，用上最粗鄙的字眼，肆意攻擊和
惡意挑釁建制派議員，只能反映這些
非建制派議員議政論政水平低劣，我
不屑逐一駁斥。
儘管議事規則的修改已暫告一段落，

但立法會各黨派議員要回復理性議政，
聚焦經濟民生發展議題，避免繼續蹉跎
歲月，才是廣大市民的真正期待和整體
利益所在。

儘管立法會日前成功通過修改議事規則，但圍繞事前事後社會

上出現的一些不恰當議論，有必要作一番梳理和澄清。關於立法

會議事規則修訂的討論，我認為不同黨派或政見的社會人士都應

該以平常心看待。立法會議事規則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應該與時

俱進，不斷優化及完善。如果發現議事規則有不合理或實實在在

有可能影響議會正常運作之處，為何不能作出改善呢？議事規則

的修訂，今次並非第一次，我相信亦不會是最後一次，沒有理由

視之為洪水猛獸。非建制派議員更不應該千方百計搗亂議事堂秩

序，以圖阻礙會議的進行！

反對派應該學懂的教訓

在市民積極支持和建制派
議員團結一致下，立法會終
於成功修改議事規則，建制
派議員成功履行反拉布的競
選承諾。依據修訂議案，最
重要的新修訂在於：立法會
會議的法定人數減至 20

人，減低流會和點人數的機會；如議會依
然流會後，立法會主席可命令於任何時間
恢復會議或召開會議；支持成立專責委員
會的門檻提高至35名立法會議員；立法會
或委員會主席有權選擇和合併類似的修正
案，及不准提出瑣碎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
案。
透過上述修訂，立法會主席獲得了更大的
權力剪布，反對派拉布的空間更加縮窄，流
會的機會更低，縱然真的不幸流會了，立法
會主席仍然能夠盡快重新召開會議，以維護
議會審議議案的進度，並防止反對派由於政
治原因輕率成立不同的專責委員會，讓議會
能夠集中精力處理最重要的事。
反對派說，議事規則修改後，會限制立法
會議員的權力，損害社會利益。作為立法會
議員的一分子，我並不同意，相反，堵塞議
事規則的漏洞，才算是維護市民利益的表

現。試想一下，在議事規則修改前，反對派
經常集體缺席會議，並經常提出大量瑣碎和
無意義的修訂議案，導致議會不時流會，以
及審議議案的時間大大增加，難道又有利於
市民利益？如非反對派慣性拉布和策動流
會，嚴重影響議會和政府運作，影響經濟民
生，建制派有需要提出修改議事規則嗎？過
去，多個民調顯示了市民普遍認同修改議事
規則，反對派所發起的反修改議事規則集會
也未能吸引太多市民出席，可見，修改議事
規則確實得到了社會主流民意支持，建制派
站到了主流民意一邊，反對派才是逆民意而
行！
說實話，在過去幾年，反對派多次衝擊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底線，一次又一次
的激進行動，究竟為社會帶來了什麼好處？
反對派發起「佔中」，加劇了中央對香港在
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憂慮，政改方案最終也
被拖垮了。反對派近年千方百計癱瘓議會運
作，終於迫使建制派狠下決心修改議事規
則，維護議會運作。所謂作用力愈大，反作
用力愈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對派玩火
終必自焚，有反對派在議事規則修改後揚言
「百倍奉還」，難道他們仍未懂得汲取教
訓，仍然要繼續擾亂香港？

（接昨日文）至於聯合國安理會的表決草
案估計依舊是草案而難以變成決議，畢竟美
國的否決權在手裡握着。在特朗普眼裡，聯
合國還真沒有為巴以問題做好過什麼實質性
的工作，巴以問題走到今天多是美國的努力
在起作用，有什麼資格來指責自己的「耶路
撒冷立場」，美國的這個態度相信會十分堅
決。
現在的中東局勢對美國不利，美國急需改
變現實危機狀態，這就需要讓自己「冷戰」
中的重要盟友和御用打手以色列再次披掛上
陣，來做些美國想做但不好做的事情。現實
中的中東格局很微妙，俄羅斯高調介入敘利
亞問題讓中東整體局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也
讓美國的中東戰略岌岌可危。普京是以進為
退，一旦深度介入中東問題則可以在克里米
亞問題和烏東問題上和美國討價還價，甚至
拿住朝核問題一起逼着美國做出戰略讓步，
這是美國難以承受的代價。
如今，普京已經在中東打造了初步的政治

朋友圈，包括伊朗、敘利亞、伊拉克、土耳
其、阿富汗、巴基斯坦、黎巴嫩等，這實際
上已經讓中東出現了政治分裂，成為美俄的
博弈場，讓伊斯蘭國家合作組織、阿拉伯國
家聯盟、海合會等出現了「同床異夢」的現
象，這都是普京的極好抓手，也就讓特朗普
十分撓頭。尤其是特朗普為了遏制俄羅斯的
深度介入，甚至準備退出《伊朗核協議》，
這是一招險棋，走不好會滿盤皆輸，但討好
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更是滿盤皆活的關鍵，
畢竟以色列敢說敢為，對敘利亞、伊朗等在
關鍵時刻敢於動手，這是美國需要看到的結
果。

俄羅斯盟友質量不如美國
也許大家只注意了美國和俄羅斯在敘利亞

和伊拉克的反恐戰爭，其實以色列這幾年早
就多次空襲敘利亞政府軍了，讓阿薩德和普
京也多是無可奈何。沙特阿拉伯則是伊斯蘭

世界的老大，不說一言九鼎，也能拉攏一幫
小兄弟，畢竟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伊拉
克都已經沒落，梟雄不再，伊朗與沙特阿拉
伯可謂世仇而難以調和，比較符合美國中東
胃口的就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需要借
助美國之力成就其中東霸業，眼中釘就是伊
朗，並與以色列暗中交好；美國則需要通過
控制沙特阿拉伯對伊斯蘭世界「挾天子以令
諸侯」。
只要控制住這兩個國家，再討好其他的

中東小朋友，或許就可以形成擠壓效應把
俄羅斯的利益從中東趕出去，畢竟伊拉克
局勢不穩，庫爾德人蠢蠢欲動，敘利亞和
也門依舊內戰不斷，反恐戰爭且得再打一
陣子，也就是普京結交的大多是中東的窮
朋友、戰亂不斷的朋友，而特朗普結交的
多是富得流油的盟友，如此一來對比就相
形見絀。普京唯一靠譜的中東朋友是伊
朗，美國比較靠譜的就是以色列和沙特阿
拉伯，以二對一，美國勝算還是比較大。
畢竟俄羅斯和美國不願意自己交手，還是
委託代理人要安全得多，控制住代理人也
就控制住了中東的利益格局。
既然特朗普看似冒天下之大不韙來討好

以色列，寧負天下人不負猶太人，也會讓
這個在五次中東戰爭中打磨出江湖地位的
以色列成為美國在中東的金牌打手，加之
沙特阿拉伯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和「巨
有錢」，讓特朗普的中東新戰略有了重要
的基石。但特朗普還是希望千方百計與土
耳其交好，畢竟這個世俗化的伊斯蘭國家
如果能站在美國一邊，並作為北約成員國
能秉承共同的利益，那對於美國來講是善
莫大焉，因此，奧巴馬時代搞壞的美土關
係，特朗普未必會聽之任之，而會積極改
善之。這就是特朗普的中東新戰略，與之
前宣佈的南亞新戰略一道在佈局中東，謀
求更廣泛的話語權和控制權，雖然沒明
說，但這就是明事罷了。 （全文完）

特朗普「耶城遷館」是新戰略而非鬧劇（下）

宋忠平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柯創盛 立法會議員 香港群策匯思主席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習主席肯定林鄭工作抓機遇謀發展

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見了上京述職的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聽取了
她對香港當前形勢和特
區政府工作情況的匯
報。習主席表示，林鄭
月娥就任以來，帶領管

治團隊依法施政，積極作為，聚焦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推出一系列政策舉
措，加強同各界人士溝通，促進社會穩
定，實現了良好開局，得到香港社會各
界的廣泛認同。中央對林鄭月娥行政長
官和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工作表示充分肯
定。習主席重申他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
的，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
港發展指明方向，這是香港與內地優勢
互補、合作共贏的必然選擇。
十九大把堅持「一國兩制」確定為新

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
方略的重要內容，進一步強調了「一國
兩制」作為中央治港的核心方針，必須
堅定不移，長期堅持。「一國兩制」地
位的提升，要求香港各界嚴格按照憲

法、基本法辦事，要求特區政府積極施
政。
林鄭月娥以及管治團隊上任以來積極

作為，不斷加強與社會各界溝通，促進
了香港和諧穩定，贏得良好局面。香港
未來的發展，需要加強與內地全面深入
合作，包括落實融入「一帶一路」、粵
港澳大灣區等國家戰略，為香港提升競
爭力、拓展空間提供平台。香港堅守憲
法、基本法以及「一國兩制」，珍惜運
用好國家提供的政策優惠，是香港當前
的首要任務。

抓住機遇共謀發展
日前立法會通過修改議事規則，有效

遏制拉布。修改議事規則是立法會內部
事宜，林鄭月娥積極表態，強調會無分
黨派，加強與議員溝通，改善行政立法
關係。特首保持與各界溝通，是化解矛
盾、促進和諧的重要一步。只有在和諧
穩定的前提下，香港才能更好地發展。
加強溝通對香港十分重要，不僅包括立
法會內部，還包括政府與市民的溝通，

特別是與青年的溝通。香港與內地的互
信與溝通，更加重要且必要。
習主席期望林鄭月娥繼續帶領特區

政府廣泛團結社會各界，抓住機遇，
共謀發展。十九大報告強調：要支持
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
政、積極作為；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
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
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互利合作。投入
國家發展大局，正是香港未來發展的
方向，需要特首帶領特區政府，廣泛
團結社會各界，更深入地投入到兩地
互融互通合作。特區政府無論是在落
實「一國兩制」方針，堅持按照憲
法、基本法辦事，加強與內地合作
上，都發揮關鍵而重要的作用。
習主席肯定林鄭月娥的工作，為香港

發展指明方向，鼓舞港人士氣，香港各
界應認真理解領悟習主席講話的精神，
積極配合支持林鄭月娥及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推動香港發
展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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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偉

2018年經濟工作的穩與進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年年有，今年的會
議非同尋常。一方面，這是十九大後首
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具有開篇佈局的
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全球經濟步入新
經濟周期，會議對2018年經濟重點工作
的部署和相關決定，不僅對中國經濟具
有指導意義，也有利於中國在全球經濟
大局中佔據有利位置。雖然會議會期是
18日至20日，但是會議基調在8日召開
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中已經基本確
定，即以「穩中求進」為主，推動經濟
向高質量發展。
「求進」可以理解，全球主要經濟體
都在朝着這一目標努力。美國的稅改法
案即將定稿並在參眾兩院最後通過，特
朗普總統希望稅改法案成為他的聖誕禮
物、或者送給美國人民的新年禮物。稅
改計劃冒着財政赤字的風險也要搞，就
是為了刺激美國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已
經進入中高速增長態勢，前三季度6.9%
的經濟增長已經超預期。來年維持上下
浮動的增長區間都是可以接受的，這是
「穩」之要義；如果維持更高的增長速
度，「進」自然更值得預期。
但是，「進」要在「穩」中推進。供

給側改革尚未完成，穩增長還存在機制
性掣肘，因此「穩」是基礎。此外，十
九大報告提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
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時指
出了「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任
務，「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
革、動力變革」。加之2017年推進的防
控市場風險的系統性改革—資本市場的
「強監管」、金融市場的「嚴監管」以
及房地產市場的「嚴調控」等等，存在
市場延後效應。因此，這些監管舉措還
存在着市場適應期，以及市場主體對監
管的接受期。監管效果，特別是變成常
態化的市場實效，還需要更長時間。
因此，讓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健全起
來，健康發展，強監管在糾偏，糾偏之

後還有監管舉措的修正，最終變成制度
性監管常態。2018年還是「以觀後效」
的一年，是急不得的。資本市場也好、
金融市場也罷，以及屬於調控老大難的
樓市問題，強監管還只是第一步。遏制
其任性、恢復其理性，還要讓其沿着正
確的軌道發展，這都需要監管層、市場
面乃至全社會協力配合。上述市場，每
一個紊亂無序，都會變成系統性的金融
風險。畢竟，非法集資、影子銀行、地
方政府債等風險要素的存在，不僅是國
內問題，也讓海外機構看衰中國，導致
全球市場對中國缺乏信心。

供給側改革「五大任務」需要「穩」
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除了監管缺位，

一些對接全球的改革還是進行時，譬如
中國股市徹底融入全球股市大系統，人
民幣國際化進程尚未完成等等。還有就
是，樓市亂象在嚴控之下有所好轉，但
是並未徹底解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
是用來炒的」難題。這一難題不解決，
樓市依然會陷入「一放就亂、一調就
死」的周期性漩渦。租售同權的政策設
計和試點啟動，能否成為化解樓市沉痾
的良藥，也是2018年的任務之一。還有
就是，讓市場變得敏感的房地產稅何時
提上立法日程，對樓市的影響如何，也

為市場深度關切。
上述市場難題，決定了2018年要有穩
定的政策方向和市場環境。加之供給側
改革的「五大任務」，還需繼續深化，
消弭存量沉痾，讓改革紅利最大限度地
釋放，所以也需要「穩」。特別是，國
企改革還有很多任務沒有完成，如國企
負債率高的債務問題，如所有權與經營
權不分的尷尬，如混合所有制改革並未
觸及國企核心的問題等等。
國內供給側改革要求「穩」，全球市

場的傳導也要求中國求「穩」。美國減
稅法案幾成定局，特朗普以「美國優
先」為標準設計的減稅政策，雖然未必
能讓美國企業和全球資本回到美國市
場。但是，美國減稅計劃帶來的短期效
應，卻有不容忽視的風險傳導。一方
面，全球資本會有流向美國的短期趨
勢；另一方面，會形成全球性的減稅
競爭—歐盟已經抱怨美國減稅帶來的
這種競爭風險。在此情勢下，中國稅
改還要繼續推進，在營改增的基礎上
繼續減費降稅。美國加息縮表的貨幣
政策正常化，以及其他主要經濟體貨幣
政策的調整，也要求中國制定更為穩妥
的貨幣政策。內外市場情勢下，來年經
濟工作必須把握好「穩」和「進」的節
奏。

■供給側改
革令內地傳
統產業重拾
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