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有報道指，

特區政府已去信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開綠燈」容許以撇賬方式處理「瀆誓四

丑」羅冠聰、姚松炎、梁國雄和劉小麗拖

欠薪津的問題。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昨日

回應指，特區政府只是書面回覆行管會的

查詢，指出立法會秘書長的責任，及如果

遇到未能追回所有款項時如何處理，但最

終如何處理要由行管會去決定。立法會議

員方面則持不同意見，有人強調這是原則

問題，應當繼續追討；有人認為如果追討

開支比討回的費用還多，就需要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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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薪津行管會有責
倘四丑拒還或撇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受反
對派拉布影響，財委會及轄下工務小組
委員會審議進度嚴重滯後：本年度特區
政府擬向委員會提交80多項撥款申請，
涉及的工務工程總額超過1,300億元，

惟現時只餘10次會議，料難以通過所有
項目。為避免項目長期延誤，工務小組
委員會秘書昨日按政府要求「加會」，
建議在夏季休會前，加開7次、共22小
時會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早前致函工務小組
委員會秘書，要求委員會在未來數月加
開不少於10次會議，以審議大量預計在
本立法年度提交的項目。工務小組委員
會秘書昨日向委員發出文件，建議在夏
季休會前，在4月至7月間，分別加開7
次會議，並諮詢委員意見。
在本立法年度餘下時間，政府將向工

務小組委員會提交80多項撥款申請，涉
及的工務工程總額超過1,300億元，預
計可開設的職位多達44,000個。工務工
程大部分與民生息息相關，包括5個興
建或重建醫院項目，6個與房屋供應相
關的基礎及配套設施工程，13個體育、
文化及社區康體設施，以及7個重建校
舍及學校改善工程。

「瀆誓四丑」被法庭裁定喪失議員資格後，立
法會行管會去年曾發信追討4人薪津，但

至今尚未歸還，各自涉及約270萬元至310萬元。
有消息稱，特區政府上周去信行管會時，沒有提及
要追討薪酬，只提出兩項撇賬建議。至於辦公室開
支等預先墊支津貼，則仍要求4人退還。
報道又引述立法會法律顧問指，在一併考慮外間

法律意見後，均認為若堅持追討而引起法律訴訟，
立法會一方有可能敗訴。「瀆誓四丑」中的劉小麗
聲言，立法會「不單不應追討」他們的薪津，更稱
會回信反追討去年7月上旬的薪津約10萬元。
張建宗昨日在回應傳媒提問時澄清，行管會早前
去信特區政府，就若未能追討所有薪津的問題徵詢
意見，特區政府遂作出書面回覆，指立法會秘書長
在《公共財政條例》的責任，及如果經努力後仍未
能追討所有款項，有什麼可行方法可以撇賬。

張建宗強調非「開綠燈」
被問及是否等同「開綠燈」，張建宗強調「不

是」，「我們純粹是看目前法例下，實際上的情況
和運作如何，去解釋、回應行管會的查詢，這點就
是這樣。但決定就一定是要行管會做。行管會亦要
盡一切努力去追討，整個精神就是這樣。」
有行管會委員透露，有關消息的判斷並不準確，
並坦言行管會內部其實仍未商討，對有關問題仍未
有共識。有成員認為追討薪津與否是原則問題，但
也有人認為如果請大律師去追討有關費用，亦須考
慮開支，可能得不償失，「追討與否，不是一時三
刻可以決定。」

葉太：需考慮追討成本
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認為，有關問

題要按實際情況處理。她指出，特區政府對凡是追
討不到的款項都有撇賬的處理，有時也須考慮律師
費和行政費的開支，會否比追討回來的款項更大的
問題。她舉「青症雙邪」梁頌恆、游蕙禎的情況為
例︰「他們連會都沒有開過，不值得（支取）那些
薪津。」至於曾開會的「瀆誓四丑」，則可再作考
慮。

何啟明：不追收難交代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則認為，有關人等並無

資格領取議員薪津，不應該給予的公帑就是不應該
給予，若不去追討難以向公眾交代，行管會必須依
法辦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打出「結
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會否影響參選資格，近
日引起社會討論。全國人大常委、澳門中聯
辦副主任陳斯喜昨日在回應傳媒提問時指
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在全國範疇實
施，香港雖然是特別行政區，但同樣須尊重
憲法、維護憲法權威，這並無「兩制」之分
而是原則。至於會否影響參選資格，陳斯喜
表示，按他理解會影響參選資格。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被問到有關問題

時表示，基本法權力來自國家憲法，所有
議員都要尊重「一國」及憲法。至於是會
否影響參選資格，她相信選舉主任會作出
專業判斷。
隨着香港社會加深對憲法及基本法的認

識，她認為大家不會再作出不符憲法的行
為。
被問及是否「收窄」言論自由，李慧琼

強調，言論自由從來沒有收窄，大家可以
就不同方面作學術討論，「但如果是去做
一些行為去刻意違反或貶低憲法，這是另
一個問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在

電台節目上則指，基本法必須和國家憲法一
併理解，而國家憲法寫明了一黨執政，故叫
「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是「踩界」的行為。
他稱，目前雖難以評論實際上若有人叫有

關口號是否會被取消參選資料，但奉勸港人
「少講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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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賬換「和諧」？ 市民為之氣結
梁國雄、

羅冠聰、劉
小麗和姚松

炎，因前年在宣誓中「玩嘢」，
被法院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遭
立法會行管會追討 270 萬元至
310萬元的薪津，4人賴死不還。
昨日，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證
實，政府向行管會提及兩個撇賬
的方法，消息令人愕然。立法會
發出的議員薪津是納稅人的血汗
錢，怎能慷納稅人之慨，未全力
追數下就考慮撇賬，難免令人產
生「放生」四丑換取「和諧」之
印象，給社會造成負面暗示，原
來不守法毫無代價，仲有着數。
向搞事者妥協，就能換來「和
諧」嗎？恐怕只會令其更囂張。
向惡勢力跪低，實在令市民為之
氣結。

立法會使用的一分一毫都是公

帑，上述被DQ的4人拖欠逾千
萬元，不努力追數，實在講不
通。

有消息指，政府決定撇賬，是
因為連立法會的法律顧問都認
為，以法律手段追討四丑領取的
薪酬，未必可以勝訴。在此，首
先要分清是非和勝敗的區別。四
丑宣誓時違反基本法，被高等法
院判決喪失議員資格，屬自作孽
不可活。法院判詞尤其強調，4
人於宣誓當日即2016年10月12
日就不具備議員資格。既然法庭
認為四丑根本無議員資格，其在
立法會的所謂履行職責，根本是
非法行為，是冒牌議員，不追究
其法律責任，已經便宜他們了，
領取的薪津更要嘔返出來。

於法於理都要向四丑追回薪
津，這是維護法治，彰顯要求，
是大是大非問題。至於訴訟的結

果如何，應該對香港的司法制度
有信心，不能官司未打先認輸。

或許有人認為，放過四丑一
馬，可免引起政治爭拗，有利和
諧。和諧必須建立在明辨是非的
基礎上，如果不問是非、顛倒黑
白，這樣無底線的和諧是鏡花水
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寬嚴不
一是管治大忌，妥協換不來和
諧，只會助長惡人，將自己陷於
尷尬。

事實的確如此，「瀆誓四丑」
不僅毫無悔意，對可能被「放
生」多謝都無句，反而倒打一
耙，口口聲聲稱是政治壓迫，劉
小麗更恬不知恥地揚言，政府要
歸還 7 月 1 日至 7 月 14 日的酬
金，讓人啼笑皆非。絕不能讓違
法者得利，否則只會傳遞錯誤的
信息，令反對派更加得寸進尺。

■林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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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本年
度特區政府庫房盈餘高達1,380億元，
社會上有不少聲音要求「派錢」。工聯
會昨日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面，指早
前發表的財政預算案遺漏部分人士，未
能受惠於各項「派糖」措施，建議政府
向有關人士派發不少於 3,000 元的現
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陸頌雄及

何啟明與陳茂波會面。麥美娟會後形
容，是次會面氣氛良好，雙方坦誠交
流，陳茂波很明白市民的意見，指政府
正仔細研究措施，不可以出現遺漏情
況，又引述陳茂波指，推出政策並非他
一人做到，需與各政策局配合。

她解釋，雖然預算案推出不少「派
糖」措施，包括：退稅、差餉寬減及醫
療券「加碼」等，惟有兩類人士未能受
惠，包括月入1萬多元至3萬元以下的
市民，以及60歲至64歲的初老長者。

麥美娟：派錢簡單有效
麥美娟認為，向市民派發現金是最簡

單及有效分享經濟成果的方法，故工聯
會建議政府針對性地向在財政預算案中
未能受惠的群組派發現金，以避免資源
重疊，包括向公屋戶免租、發放電費津
貼，沒有退稅或退稅金額低的人士，補
貼退稅金額至不少於3,000元。
同時，為減輕家長經濟壓力，她建議

政府派發一次性的開學津貼給幼稚園、
中小學生。針對60歲至64歲的初老長
者，不少市民都反映初老雖然已退休，
但又未符合領取為長者而設的福利，工
聯會希望為該些初老長者開設醫療券戶
口，以一次性撥入醫療券的形式，紓緩
其醫療負擔，以及為他們提供公共交通
工具乘車優惠。

陸頌雄：預算案忽略200萬人
陸頌雄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則指，

政府明顯是「有錢不懂花」，即使坐擁
破紀錄盈餘，卻偏偏不多推爭取民心的
措施，市民最渴望「有錢落袋」的期望
落空。香港有約200萬名月入不多的僱

員，政府卻「沒有關心」，未能在今次
財政預算案共享成果，所以要求政府局
部「派錢」，協助他們減輕生活壓力。

工聯促向「無糖」市民派 蚊

■麥美娟、陸頌雄、何啟明及鄧家彪昨
與陳茂波會面後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補選其中
3名當選人，包括在九龍
西勝出的民建聯副秘書長
鄭泳舜，今晨11時會在
立法會正式宣誓成為立法
會議員。鄭泳舜昨日在fb
上載自己一張穿着筆挺西
裝，一臉認真地看文件的
照片（見圖）。他在帖中
寫道：「我正努力做好準
備，迎接前面新挑戰。」
帖子還標註了「嚴肅宣誓」、「做議員該做的」、

「堅守信念」 、「舜有希望」等，還附上立法會網
上廣播系統的連結，邀請大家一同見證他宣誓就任。
兩名反對派當選者，包括港島區區諾軒和新界東范

國威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相信自己的支持者想他們
如常宣誓，故他們會遵守《宣誓及聲明條例》的規
定，不會在誓詞加料、不會使用任何道具或穿着特別
的服飾云云。

阿舜整裝待發等宣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工商事務委
員會、專業事務委員會及青年民建聯昨日舉行工商專
業青民新春酒會，近200位各國領事，商會、專業團
體代表，工商、專業、青年各界友好，以及本會會員
出席酒會，歡聚一堂，共慶新春。
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中聯辦

社會工作部部長楊茂，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會務顧問
曾鈺成，副主席張國鈞、彭長緯、周浩鼎，專業事務
委員會主席黃國恩、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工商事
務委員會主席陸地主禮祝酒儀式。
張建宗致辭時讚揚民建聯是政府長期的合作夥伴，

經常提出建設性意見，特別高興見到民建聯在工商、
專業、青年方面的工作發展迅速。
李慧琼致辭時亦表示，民建聯將繼續聯繫不同界

別，創造溝通平台，服務社會，培養參政人才，繼續
支持並向特區政府建言，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共建香
港美好將來。

民記委會酒會
200人慶新春

立法會補選結束了逾
一星期，但新民黨陳家珮對港島區選民的感謝仍
未停歇。她昨日又連走4站，先後到小西灣、環
翠、華貴和田灣向市民謝票。不少市民都駐足和
她握手聊天，陳家珮則承諾，自己會繼續努力。

圖︰陳家珮fb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家 珮 謝 票

■張建宗、鄭若驊、楊茂、李慧琼、曾鈺成、張國鈞、
彭長緯、周浩鼎、黃國恩、顏汶羽、陸地等主禮。

拉布阻撥款 工務小組擬「加會」

「瀆誓四丑」
中 的 小 麗 老 千
（劉小麗），在

立法會選舉期間承諾當選後會捐出
議員薪金的一半成立長者義工隊，
結果當然是走數，三催四請始捐出
兩個月的一半人工，其後冇咗件
事。當時，有人幫佢口話因為佢被
DQ要向立法會退回人工所以「唔捐

住」。不過，政府昨日已決定唔使
佢還嘞。「無敵神駒」仇思達昨日
就發帖，要求佢履行返承諾，捐出
在任期間（2016年10月1日至2017
年7月14日）的一半人工，合共9.5
個月薪金，即458,897.5元。
唔少網民雖然叫好，但就擔心財
到光棍手，對方一定會用其他借口
再走數咁話。（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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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駒追小麗找數捐半糧

網民嗌起釘
Pak Ching Chan：
佢一係老老實實捐
錢，一係就認自己講
大話。

Milk Tea： 佢 哋
班×人實講政府無刊
憲唔洗（使）還錢，
即係都仲可能被政府
追數。有名你叫小麗
老千，財到光棍手就
一去無回頭。

Chun Cheong Mak：
佢會唔會參加立法會
補選？會的話，我得
閒去九龍西搵佢，再
叫佢捐番（返）D（啲）
錢出黎（嚟）。

元小武：邊個代佢選
九西都會叫佢找數，
追×佢數。

Keith Lau：應該收
利息。

Manyu Yip： 等 陣
同 你 講 錢 債 肉 賞
（償）點攪（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仇思達又發帖
催小麗找數。
仇思達fb截圖

◀有網民製圖惡
搞小麗向仇思達
求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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