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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耍賴拒還款 被追298萬
被法庭DQ拒歸還薪津 行管會入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因宣誓不符合

「莊重規定」及「嚴格形式和內容規定」，去年

被法庭裁定宣誓無效而喪失議員資格（DQ）的

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早前拒絕

接納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行管會）建議歸還

預支營運資金，日前終被行管會正式入稟高等法

院，追討已獲發放的薪金和預先開支本金連利息

共約298.2萬元。立法會多位建制派議員昨日均

表示認同行管會的做法，認為對梁國雄的欠款必

須予以追究，不能含糊（見另稿）。而梁國雄昨

日就聲稱暫不回應有關入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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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12月初，時任特首梁振英及律政司就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對宣誓風波中4名議員宣誓有效的裁決提出

司法覆核，要求撤銷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及梁國雄的議
員資格。至2017年7月14日，高等法院原訟庭裁定，包括
梁國雄在內的4名議員全部宣誓無效，自2016年10月12日
起喪失議員資格。

撐傘撕紙 裁定宣誓無效
法官區慶祥當日的裁決指，梁國雄宣誓時撐傘、叫口號及
撕碎寫有信息的紙張的行為，與宣誓的真正目的無關，並超
出立法會的莊嚴及尊重，不符合「莊重規定」，另外宣誓前
後叫喊口號，亦不符合「嚴格形式和內容規定」。
在法庭作出裁定後，行管會原於今年4月決定有條件地不
全數追討4名被DQ議員的薪津，他們只需歸還預支營運資
金。翌月，梁君彥指，由於梁國雄不接納行管會的建議，故
此行管會決定展開法律行動。及至日前，行管會終正式入稟
高院追討薪津連利息共約298.2萬元（見表）。

梁從未就職 照支薪津
原訴於入稟狀指出，被告自2008年至2016年為立法會議
員，並於2016年9月當選連任。行管會允許連任的議員把未
用完的預支款項，滾存至下一屆任期繼續使用。被告梁國雄
在第四屆及第五屆任期，共滾存預支的辦事處營運、娛樂及
交通開支共約37.3萬元，並在上述兩屆任期結束前，都有向
行管會提交表格，同意在離任時立即歸還保留的滾存款項。
至2016年10月12日，梁國雄在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宣誓

時搞事，行管會隨後在同年10月至去年7月間，向他支付了
約85.6萬元薪酬及約152萬元作為辦事處營運開支。
惟高院在去年7月裁定梁國雄拒絕或忽略宣誓，頒佈禁制

令禁止梁再以立法會議員身份行事。而實際上在第六屆會
期，梁從未就職。
入稟狀續指，基於高院的裁決，梁國雄自2016年10月12

日起已不再是立法會議員，行管會允許梁保留滾存款項及向
他支付薪酬和辦事處營運開支是超越權限。
在高院的裁決後，立法會秘書長曾於去年11月代表原訴
向梁追討有關款項，但梁未能或拒絕還款。

有權追討利息每日450元
原訴要求梁國雄歸還有關款項，或由高院頒令梁只是以信
託形式持有該些款項，以及所有可追溯的財產，包括手提電
腦、平板電腦、手提電話及影印機等。
原訴亦稱有權追討欠款的利息，包括上述欠款的利息共約
23.3萬元，以及由入稟日至頒下判決期間以每年6厘利息計
算，即每日利息約450元。
梁國雄早前曾回應指，因案件仍在上訴中，他有機會恢復
議員資格，認為現時行管會的追討不合適。
至於其餘3名被DQ議員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已在
限期前歸還所有預支款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立法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行管會）日前入稟
高等法院，向社民連「長毛」梁國雄
追討薪酬津貼連同利息約298.2萬元。
多名立法會議員均認同行管會的做
法，指有關問題已拖延了近一年，而
行管會亦已非常寬容，惟梁國雄依然
不予理會，是「最無賴的流氓行
為」，強調立法會的尊嚴必須捍衛，
對梁國雄的欠款必須予以追究，不能
含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回應指，

行管會循司法途徑向梁國雄追討薪津

是合情合理之舉，亦屬必要程序。
她認為，追討薪津風波已拖延近一
年，行管會早前在考慮各種因素後，
已對「瀆誓四丑」作出了最大讓步，
只要求其交還預支的營運資金，其他
被DQ的議員已經歸還款項並給予肯
定的回覆，但梁國雄對行管會不理
會、不還錢、不回應，完全不尊重立
法會及市民的公帑。

公帑不應被濫用
葛珮帆更形容，梁國雄此舉是「最

無賴的流氓行為」，企圖逃避責任。

她指，預支的營運資金是納稅人的
血汗錢，強調公帑絕不應被濫用，認
為立法會的尊嚴必須捍衛，對梁國雄
的欠款必須予以追究，不能含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立法

會秘書處已按照既定程序向梁國雄提
交建議，希望盡快與梁國雄交涉，而
行管會對「瀆誓四丑」的處理手法亦
十分寬容。
他批評梁國雄在歸還公帑時出現問

題，並指出「瀆誓四丑」中的其他3
人均有回應，認為梁國雄作為一名政
治人物，不應不回覆立法會，待至被

入稟才有所行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認為，行

管會一開始就應該全數追收「瀆誓四
丑」的薪酬津貼，為踐踏國家憲法及
基本法的人立下案例，令所有有所圖
謀的人無計可施。

圖製「被迫害」假象
何俊賢批評，在宣誓時鬧事的眾人

多次以政治原因分開上訴或放棄上
訴，目的是要在反對派支持者心中留
下「政治烙印」，並在大眾心中製造
自己「被迫害」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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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今年4月就「瀆誓四丑」
的薪津問題讓步，宣佈不追討
早前已發放的薪酬，但要求他
們交還預支的營運資金，由
19萬元至31萬元不等。「四
丑」中的3人——姚松炎、劉
小麗和羅冠聰已交還有關款
項，但原本只需歸還19萬元
的社民連「長毛」梁國雄卻一
直沒有回覆。身兼行管會主席
的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當時已表
示，若有關人等拒還預支營運
資金，行管會將追討全數款
項。

不還「小數」被追「大數」
行管會今年4月中時指出，

法律意見雖認為向「瀆誓四
丑」提出申索，追回全數薪津
是有法律依據的，但考慮到追
討相關款項所涉及的訟費需要
「八位數字」，故僅要求4人
償還已預支的營運資金，其中
梁國雄只需歸還19萬元，遠
遠低過原本所欠的275萬元。
至今年5月中，梁君彥指

「四丑」中的3人——姚松
炎、劉小麗和羅冠聰已交還或
承諾交還有關款項，惟梁國雄
一直無回覆。由於「長毛」在
限期前對行管會的建議仍不理
不睬，行管會決定展開法律行

動，向「長毛」追收全數薪津及預支款
項。
「長毛」當時向傳媒聲稱，立法會要

求議員把政府給議員而未用的公帑歸還
合乎常理，但自己就喪失議員資格的上
訴案仍未審訊，認為行管會應待案件完
結後才開展追討薪津的程序。他在限期
後曾聲稱，自己「會去信行管會解釋」
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行管會入稟高院立法會行管會入稟高院，，追討梁國雄薪津追討梁國雄薪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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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會向梁國雄追數行管會向梁國雄追數
11.. 第四屆和第五屆任期滾存預支的辦事處營第四屆和第五屆任期滾存預支的辦事處營
運運、、娛樂及交通開支娛樂及交通開支

22.. 第六屆任期第六屆任期**，，行管會向梁支付約行管會向梁支付約8585..66萬元萬元
薪酬及約薪酬及約152152萬元營運開支萬元營運開支

33.. 上述欠款的利息上述欠款的利息##

共計共計
註註：：**實際上第六屆從未就職實際上第六屆從未就職

##另可追討由入稟日至頒下判決期間的每日利息約另可追討由入稟日至頒下判決期間的每日利息約45045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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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約3737..33萬元萬元

共共237237..66萬元萬元

約約2323..33萬元萬元

約約298298..22萬元萬元

英國新任外相侯俊偉昨訪華，與國務委
員兼外長王毅會面時，提到關注香港事
務。侯俊偉還表示，英方支持香港繼續維
持在「一國兩制」下的良好運作。香港回
歸後，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英國在香港
已無任何角色，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
無權置喙。中央堅定不移落實「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香港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保障下取得
舉世公認的成就。英方不必再對香港事務
指指點點，而應專心做好中英戰略對話，
相向而行，把握中英「黃金時代」的機
遇，實現互利雙贏發展。

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百多年的歷史在1997
年已經終結，但英方及本港某些人總以
為，按照《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即使回
歸中國21年，英方仍有「道義責任」監督
《中英聯合聲明》落實，不斷對香港事務
品頭論足，例如近期特區政府擬依法禁止
鼓吹「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運作，英
國外交部也不忘指手畫腳。

但真正的事實是，從香港回歸中國的那一
天起，《中英聯合聲明》的歷史使命已經結
束，中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的管治
只能按照中國憲法、香港基本法以及香港法
律辦事，任何外力包括英國政府在香港事務
上都沒有發言權，都不應過問、干擾「一國
兩制」下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辦事。

「一國兩制」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奠定
了基石，正如習近平主席去年「七一」視
察香港時指出：「實踐充分證明，『一國
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
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穩定繁榮
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辦得到、得
人心的」。回歸以來，香港成功落實「一
國兩制」，國際金融中心、航運和貿易中
心地位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取得成就有目
共睹，被國際主流社會高度認同。香港連
續24年蟬聯最自由經濟體榜首，連續多年
躋身全球十大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行列，
是最具活力的國際城市；香港也是全球廉
潔程度、人權狀況及法治指數名列前茅的
地方，較之西方不少國家更好。事實證
明，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的「一國兩
制」運作良好，何需英方「關心」？

如今，中英關係開啟「黃金時代」，此
次侯俊偉訪華，舉行第九次中英戰略對
話，希望英方利用好中英政府高級別的對
話平台，與中方在雙邊機制、安全和外
交、經貿等領域繼續深化合作，特別是英
國正處於脫歐的敏感階段，需要建立更廣
泛的貿易夥伴關係，應對脫歐的挑戰。英
方應聚焦與中方共同推進多邊貿易、全球
貿易自由化，並積極發揮與香港的特殊關
係，推動中英「黃金時代」向前發展，穩
固英國發展的基礎。

英國應專心把握中英合作黃金機遇
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昨日建議，政府可利用

「土地區劃整理」及「土地債券」方式，加快發展及釋
放新界私人土地。有關建議的確有搞活土地轉讓、釋放
新界土地的作用，有助政府解決房屋問題，值得進行深
入研究。香港土地供應短缺、房屋供應銳減的警號已響
起，社會各界對覓地建屋的討論應該務實理性，更要有
緊迫感，不能墨守成規，更要擺脫動輒以官商勾結的陰
謀論干擾，才能集思廣益、權衡利弊、凝聚共識，加快
覓地建屋的步伐。

利用新界私人農地儲備，是本港開發土地、興建房屋
的重要途徑之一，亦是目前正在進行的土地大辯論的一
個選項。此次港大學者利用新界私人農地的建議，一方
面可以化零為整，將分散的土地業權整合，私人土地的
業權人可主動向政府提交土地，政府預留一定比例的土
地作公共設施的規劃後，可用作公營或私人房屋發展；
另一方面，政府推出債券，提供經濟誘因給土地持有
人，「土地債券」的價值可隨着土地升值而上升，又可
在自由市場買賣，而且可用債券交換面積相若的政府新
土地，滿足到現時新界土地業權持有人的訴求，吸引他
們釋放土地用作發展。

眾所周知，新界私人農地業權分散，涉及的祖堂地或
棕地等複雜問題，由政府用現金收購或透過法例回收，
費時失事，容易惹起爭議，未必可於中短期成事。此次
提出的建議，既能減少公帑的直接支出，又可繞過過往
強收土地所出現的問題，包括可能遭遇的反對聲音及法
律挑戰。若能成事，政府可快速收集大幅的發展用地，
收到「近水救近火」的效果。提出建議的港大學者預
計，假設於新界1,000公頃的私人土地上施行「土地區

劃整理」，估計可以提供不少於30萬個新單位，並為政
府帶來數千億元的補地價收入；若當中的100公頃用於
興建出租公屋，可額外建造約7.6萬個公營房屋單位。

每當牽涉到新界農地開發的問題，官商勾結、利益輸
送的猜疑總是相伴相隨、揮之不去，總有意見指責，政
府為開發土地而興建道路等基建設施，就是以公帑補貼
新界農地持有人；推出「土地債券」，亦有機會被人操
縱，得益的只是少數人。如果永遠用官商勾結的有色眼
鏡看待新界農地開發問題，永遠只能爭論不休、議而不
決，討論多少年也不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

日前，運輸及房屋局公佈，今年上半年私樓落成量僅
6,200伙，與政府預期落成量差距逾半，而未來3、4
年，私樓供應量僅約9.3萬伙，較上季估計數量少3,000
伙，是2016年第2、3季以來低位；另外，房委會的統
計亦顯示，今年擬建2.71萬個公營房屋，少於供應目標
2.8萬之餘，未來公營房屋建屋量將會進一步下跌，其
中2022/23年度更跌至最低，只得1.48萬個單位，當中
資助出售單位更僅得1,500伙。公私房屋樓宇供應量都
持續減少，反映本港土地供應不足迫在眉睫，政府必須
加快覓地建屋，以解燃眉之急。

土地房屋短缺問題是導致本港深層次矛盾的根源之
一，增加土地供應必須多管齊下、迎難而上，利用新界
農地、填海、開發郊野公園邊陲用地都是值得討論的選
項，社會各界應該打破固有思維的桎梏，以新思維求同
存異。香港有良好的法治和廉政制度，有高度透明的輿
論和民意監督，只要政府和民間、商界有商有量，共同
建立各方參與、利益兼顧的監督機制，所謂官商勾結、
利益輸送不應成為覓地建屋無法逾越的障礙。

集思廣益權衡利弊增加土地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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