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港地兩檢 86%民意反拉布
反對派下周三續阻撓 建制派「編更」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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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反而反嘥市民時間
錢先生：我覺得班人好無建設性，

明知「 一地兩檢」對香港很重要，且
一切都準備好了，但他們就為了反對而
反對，浪費市民時間。某些議員做的舉
動我感覺特別過分，明明他們是受薪
的，做的事情卻完全不佔理，一點都幫
不了社會發展。

攞十幾萬月薪「玩嘢」
宋先生：我反對拉布，因為這對香

港是不好的，如果不拉布，對基建發展
有好處。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議員十幾萬
人工一個月，但卻老是喜歡「玩嘢」，
浪費市民時間。

無休止拉布大耗公帑
何先生：拉布是議員向政府表達對

政策有不滿時可以使用的方式之一，
但議員絕不能不停拉布。立法會正在
審議的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一定
要通過，這項基建花費了大筆
公帑興建，如果
不能實行「一地
兩檢」就會失去
意義，且「一地
兩檢」亦非新事
物，（類似的模
式）在深圳灣已
經實行多年，市
民 過 關 十 分 方
便，所以議員不
應該繼續拉布。

工程減少業界難溫飽
王先生：立法會是「垃圾會」，議

員每個月的工資逾10萬元，但就不
停拉布，浪費香港的金錢和時間，
而不是做一些對民生有幫助的事。
我自己從事工程工作，工作機會已
經因為立法會拉布而減少，我認為繼
續拉布只會對香港造成更大破壞，希
望反對派議員可以停止拉布，為香港
多做實事。

支持立會主席速剪布
劉先生：立法會議員的工作應該是

幫助市民，令市民生活質素得到改善，
但不少議員平日只顧在鏡頭前「做
戲」，拉布更是「玩嘢」，對社會完全
沒有好處，「一地兩檢」等對經濟、民
生有幫助的政策應早日通過，所以我支
持立法會主席早日剪布，令議員不應再
以拉布浪費香港人時間和金錢。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反對派在立法會二讀辯論高鐵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不斷拉布，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不同
人有不同的意見沒有所謂，但最重
要的就是團結起來，為香港的發展
而共同努力。

繼續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林鄭月娥昨日在財新峰會香港

場上致辭時表示，她提出今屆特
區政府要落實管治新風格，「我
提出了特區政府要採取關心、聆
聽、行動（We Care, We Listen,
We Act）。在我們每一個同事，
包括我們的公務員隊伍，我對他
們的要求是必定要創新、互動、
協作（Innovative, 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她指出，在這新風格下，政府

過去一年很努力去改善與立法會
的關係，「因為香港的立法會還
是擁有很大的權力，要通過我們
的法例，要批准我們的撥款，包
括我們年度的預算案。在這方面
還是有一些成效，我估算在過去
一年，我們在立法會通過的法例
跟我們通過的撥款，都是非常理
想的。」
林鄭月娥提到立法會前日審議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遇上反對派
拉布的問題，「這就是香港，我們
是非常多元和很自由的，有不同的
意見是沒關係，但最重要的就是能
團結起來，為香港的發展，我們共
同努力。」

反對派抹黑廣深港高鐵
「一地兩檢」安排，其中一
個危言聳聽的講法是港人一

入內地口岸區，就連上fb打卡都會被內地執法
人員拘捕，民主黨更涉嫌偷片惡搞韓國電影
《屍殺列車》的一幕，侮辱內地執法人員為喪
屍。不過，反對派經常搞內地團，有冇人俾
「喪屍」咬過呢？冇囉！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昨日喺fb發帖，揶揄這批反對派議員，在
「一地兩檢」實施後相信都會高高興興搭高
鐵，自己之前講到世界末日咁、所以要拚命阻
撓一事就當冇發生過囉！

fb發帖批評無恥行徑
反對派在前日立法會會議上出盡吃奶之力阻

撓「一地兩檢」條例草案通過二讀，包括由公
民黨議員陳淑莊提出中止待續。民建聯議員蔣
麗芸當時攞咗香港文匯報去年10月《反對派邊
抹黑邊搵食》，批評佢哋「邊抹黑邊搞高鐵
團」。咁又係呀，為咗抹黑「一地兩檢」，反
對派將高鐵嘅內地口岸形容成隨便可以拉人、
無法無天之地，但佢哋帶街坊返內地旅行時，
又唔見佢哋一過關就俾人拉噃，冇理由個關口
放喺高鐵西九站地底，內地執法人員會突然發
晒神經吧？
梁振英昨日就以《『泛民』拉布阻撓一地兩檢
日後會照搭高鐵》為題在fb發帖，首先簡要講

一講前日會議嘅情況：「昨（前）晚『泛民』又
拉布，因此立法會休會前仍未能按計劃完成『一
地兩檢』草案的二讀表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
後批評『泛民』議員阻撓法案審議。」

舉阻撓設創科局為例
佢繼續引用「泛民會議」召集人、資訊科技

界議員莫乃光嘅說話，話佢會上聲稱梁君彥不
當限制議員發言時間，仲話佢哋會繼續堅持
「讓未發言的議員可以發言」。
莫乃光呢段說話，梁振英嘅記憶即刻返晒嚟：

「莫乃光的批評，令人想起6年前上屆政府向立
法會提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建議，被莫乃光和
其他『泛民』議員拉布拖延了三年。到了創新及
科技局終於成立了，這位資訊科技界的議員竟然
可以把『泛民』拉布拖延若無其事，儼然從頭到
尾都支持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佢最後揶揄：「我絕對相信：高鐵通車、『一地兩檢』實
施後，莫乃光會高高興興地在西九搭高鐵，今天說的一切，
又會再次若無其事。」

網友譏反對派厚臉皮
唔少網民對此都十分認同。「Rox Chan」質問道：「今

天反對一地兩檢的人，明後會否在西九站上車？」「Wan
Yee」就話：「睇下佢地（哋）係咪咁厚臉皮咯！」
「Waisun To」氣憤地說：「日後見到邊一個盲反派去搭高
鐵，就一於鏟到佢地（哋）飛起，下一年立法會一個也不要
選佢地（哋）。」「Alan Chin」更提議：「希望中央永久
全面禁止牠們北上及澳門入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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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日會議上，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兩度提醒議員二讀辯論

將於晚上7時半劃線，但反對派未
有理會，更在劃線時群起反對，
包括不斷提出所謂規程問題變相
拉布，「議會陣線」朱凱廸更大
力拍枱，遭主席驅趕離場，惟因
秩序混亂，梁君彥最終在晚上9時
宣佈休會。

勢「不斷要求點人數」發難
根據「經濟通×晴報」聯合舉
辦的網上民調發現，截至昨晚10
時，在參與投票的1,123人中，有
86%不贊成反對派以點人數及提中
止待續拉布，贊成者僅13%，餘
下1%則「無意見」。
儘管主流民意非常清楚，各反
對派議員當時已聲言，會以各種
手法阻撓審議的進度。昨日，由
反對派組成的「一地兩檢關注
組」預告會於下周四晚在立法會
示威區舉行集會，向議會施壓，
惟未有透露他們在下周會議期間
會採取什麼策略，只稱會「隨機
應變」。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
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反對派
議員不斷強調聲稱要有充分時間
表達意見，但在此前二讀辯論的8
小時內，他們就不斷要求點算法
定人數拉布，浪費時間，令人感
到他們提出的要求，和實際的行
為自相矛盾。
他續說，各反對派議員在發言
時，都刻意用盡15分鐘的發言時
限。他們應當精簡發言內容，讓
其他議員也有機會發言，而非獨
佔所有時間。

建制派確保人數防止流會
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批評，反
對派用盡各種手法阻撓草案的審

議進度，先提中止待續，其後不
理主席的劃線繼續要求發言，很
明顯都是拉布的手段。下周三立
法會恢復審議時，相信反對派必
定再次發難。
身為議員，她只能確保自己出

席會議，防止流會，其他的對策
就要由主席決定，而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也要「醒目」地處理臨場
突發性事情，特別是在反對派起
哄時適當應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

評，反對派「滿口仁義道德」，
聲言高鐵「搵港人笨」、「割
地」、「違憲違法」等等，但就
經常舉辦高鐵團，是在講一套做
一套。她希望主席嚴格控制開會
秩序及辯論時間，不容許別有用
心者借會議室作為表演拉布的平
台。

望主席嚴執議員發言時間
有建制派議員指出，根據議事

規則第二十四條的規定，主席已
經邀請了局長發言，而局長陳帆
亦已開始發言，此時就不能再讓
議員繼續發言，主席應當嚴格執
行有關規定。
他續說，建制派預計反對派下

周會議上會以「低成本」的要求
點算法定人數方式拉布，故將會
「編更」安排足夠議員在席，盡
量減少點算法定人數所花的時
間，及防止流會。
另一位建制派議員則指，雖然

主席此前已明確定出36小時的審
議時限，反對派提出的中止待續
議案就額外花了9個小時去辯論，
不排除在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
段及三讀時，反對派會再次提出
中止待續動議。由於委員會審議
階段主要處理各項法律條文，較
難剪布，屆時就很依賴主席如何
把關。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前日二讀辯

論《廣深港高鐵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但在反對派肆意拉布下，會議

未能就二讀進行表決，須下周三再續，反對派昨日表明會

繼續阻撓審議。一項網上民調發現，有86%市民不贊成反

對派拉布。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漠視民意，他們會「打

醒十二分精神」隨時應變，並初步計劃以「編更」方式，

確保有足夠的建制派出席會議，避免反對派借用點算法定

人數等手段變相拉布甚至製造流會，拖延條例草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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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為咗阻撓
「一地兩檢」條例草
案嘅審議可以去到幾

盡？喺前晚審議二讀辯論草案時，「議
會陣線」議員毛孟靜在獲准發言時就不
斷拖時間，一時擤鼻涕一時搞電話，然
後叫主席梁君彥唔好將佢呢啲時間計入
佢15分鐘嘅發言時限內，結果當然係被
梁君彥一句KO︰停唔停鐘由我決定。

主席應企硬懲治醜行
網民「Cecilia Li」留言批評毛孟靜：「好心佢啦！幾十歲

人仲玩埋d（啲）小學雞嘢！玩拖延時間！真係連幾歲小學
生都睇佢唔起！」「Robert Lee」道：「大家俾（畀）十幾
萬一個月就係睇這些？」
「Van Yau」亦話：「點解可以咁架（㗎），點解可以咁無

恥架（㗎），呢個係咩女人嚟架（㗎），收取高薪，但做埋d
（啲）咁超白痴嘅嘢，香港人係唔係要俾錢（畀）佢咁玩呀！
要玩到幾時呀？」「Carol Cho」反而替佢「可憐」：「她只
是做小丑，扁（貶）底（低）自已（己），羞辱自已（己）。
做議員做成這樣，還不知醜，多麼的可憐，我為她難過。」
「Chi Yung Heung」就叫選民擦亮眼睛：「低智，十幾

二十萬一個月人工，就係咁，選民睇清楚未？」「Rothe
Leung」也道：「每月袋十幾萬淨係睇低能show，選民真
係識選！」「Chung Lau Tang」笑說：「下次再選佢做議
員個（嗰）的人，就真真正正係弱智。」
「Dan Mak」嘆道：「香港就係俾呢啲不知所謂的尊貴議

員拖死。」「Chinkin Tse」就認為立法會主席對這些醜行
應當嚴肅處理：「主席企硬，不要手軟，對付無理取鬧的垃
圾虫（蟲）應該執行做主席威權。」

螳臂擋車垂死掙扎
「Chungshuk Ching」認為，「一地兩檢」得到主流民意

支持，毛孟靜出醜賣乖亦只是垂死掙扎：「巫婆的表演真夠
肉酸！全香港的市民都看得一清二楚！這就是被某些人選出
來的『議員』？醜態畢露！不過也是螳臂擋車，一地兩檢將
順利通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林鄭籲為港發展團結努力

擤鼻涕拉布 毛孟靜被斥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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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錢先生 宋先生宋先生 何先生何先生 王先生王先生 劉先生劉先生

■毛孟靜拉布，
扮擤鼻涕拖時
間。 視頻截圖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計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計
劃今年第三季通車劃今年第三季通車。。

■網上民調顯示，86%民意反對拉布。 網上圖片

■■主流民意期盼主流民意期盼「「一地兩檢一地兩檢」」早日早日
通過通過，，高鐵早日通車高鐵早日通車。。圖為早前香圖為早前香
港廣東社團總會在立法會前請願支港廣東社團總會在立法會前請願支
持持「「一地兩檢一地兩檢」」方案方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