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煽暴派輪流爭主席癱財會
無視民生苦 阻審700多億積壓撥款 脅抽警員加薪煽仇警

部分待處理項目
或受影響討論的部分民生項目：

■T2主幹道及茶果嶺隧道主要工程
■4間醫院擴建及重建
■興建海水化淡廠
■元朗橫洲公屋發展計劃
■公務員加薪

其他積壓的部分民生項目：

■向研究基金注資
■「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
■設立空氣污染物立體監測網絡，運用激光雷達技
術，追蹤空氣污染物在香港傳輸的情況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
■資助非政府機構eBRAM中心籌建網上爭議解決
及交易平台的一筆過撥款

■古洞南設立農業園（第一期）

資料來源：立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繼續癱瘓立
法會以至政府的運作，煽暴派立法會議員在昨日
財委會首次會議大肆拉布。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
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財委會所
積壓的約700億元撥款申請，很多都涉及基建、
民生、紓困措施等項目，煽暴派罔顧因暴衝而帶
來經濟寒冬、打工仔隨時被裁的情況下，仍只顧
一己政治利益，阻撓各項有利民生的項目通過，
為繼續延續他們造成的亂局，為爭取激進派的選
票而犧牲基層市民的利益。

馬逢國：無心解決困局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功能界別議員

馬逢國批評，黑衣暴徒在煽暴派的鼓動下暴力破
壞立法會大樓，令議會陷於運作停頓，財委會各
項涉及香港社會整體發展和民生福祉的待撥款項
目「大塞車」。連月來的暴衝，更令經濟情況雪
上加霜，市民生活大受影響，但縱暴派在復會後
繼續拉布搞破壞，做show來鞏固「自己友」的票
源，完全無心解決香港目前正面對的種種問題。

何俊賢：做騷爭激進票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強調，財委會已積壓了

幾十項涉及民生的撥款議程尚未審議，煽暴派議員
是次拖延財委會選主席，令會議無法正常展開，是
想通過阻礙民生議程做政治show，為下月的區議會
選舉爭取激進派的選票，無視此舉已嚴重影響基層
市民生計，更反映他們對市民目前面對暴衝後的苦
況根本漠不關心。

陸頌雄：續施政爭伎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出，煽暴派延續當

日粗暴干擾審議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的手法，
包括濫用規程、大聲叫囂等，套用在今次財委會
正、副主席選舉程序上，目的就是要阻撓財委會
正常運作，令撥款申請無法得到處理。
他強調，有待處理的撥款申請項目很多均涉及

「打工仔」等基層市民的利益，特別是在連月暴
衝後，這些措施的落實就更為必要，但煽暴派對
此無動於衷，繼續大搞政治鬥爭伎倆，行為極度
荒謬，並質疑煽暴派覺得社會愈亂，對他們選舉
愈有利，才能解釋他們何以要阻撓涉及民生的撥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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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委會昨日復會，根據原定議程要選
出新會期正副主席。多位出席的煽

暴派議員「做足準備」，包括帶同抗議標
語出席，更在會議未開始前播放歌曲。會
議開始後，「自決派」議員區諾軒提出所
謂「規程問題」，聲稱財委會在處理公務
員加薪的撥款申請時，要將警員薪酬部分
抽出來獨立處理，並高聲叫囂。
另一「自決派」議員朱凱廸更在會內
高舉標語及大叫口號，以所謂「警暴不
除，點樣開會」為名不斷叫囂，煽動仇警
更阻撓會議進行。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多次
警告無效後，勒令朱凱廸及區諾軒離開，
並宣佈暫停會議5分鐘。
其他煽暴派議員即時發難。其中，身
穿黑衣及戴上黑口罩的「人民力量」主席
陳志全即衝出主席台前狙擊陳健波。陳健
波其後容許朱及區兩人返回會議室繼續開
會。
會議其後由上屆會期的財委會副主席
陳振英主持，正式開始選舉主席程序。煽
暴派即變招，「齊齊坐舉手手」，逐個逐
個議員提名。建制派議員李慧琼、麥美
娟、易志明等都被「點名」，但他們均拒
絕。其後，煽暴派議員互相提名，令財委
會破天荒出現23名「主席參選人」，除
競逐連任的陳健波外，餘下22人都是煽
暴派。

參選者借輪流發言拉布
由於每名參選者都可以發言，結果在
煽暴派議員瘋狂拉布下，財委會經過3個
半小時仍未能完成議程，須下星期另定時
間開會，再開展選舉正副主席程序，意味
積壓的民生及基建等撥款項目再被拖延。
由於財委會再被拖延，多名建制派議

員在其後舉行的內務委員會上，針對在連

月暴衝下，基層市民生活及生計都非常艱
難，要求政府提出方法應對。

葛珮帆：市民恐懼「黑恐」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指出，很多市民目

前都感到恐懼及憂慮，擔心會被暴徒威
嚇，例如一些小店如果不支持暴徒，就會
「被裝修」，要求政府設法讓市民不受
「黑色恐怖」所威脅。

鄭泳舜：暴衝影響基層
民建聯議員鄭泳舜指，現時暴徒破壞

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亦看到商店在近一兩
星期被嚴重破壞，建造業及旅遊業皆處於
水深火熱之中，並批評暴徒行為影響基層
生活。

陸頌雄：各部門應協調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表示，連月暴衝，

令香港很多公物受到破壞，而香港不能再
受折騰，希望特區政府設法止暴制亂，及
關心因暴亂而失業的人士。他坦言，政府
應有統籌能力止暴制亂，很多協調工作做
得不足，包括食環署未有清理違法張貼標
語，紀律部隊應更好協調。

黃定光：商戶蝕本難捱
民建聯議員黃定光則指，商戶做生意

需要成本，但現在生意甚少，甚至是「食
蛋」，連成本都維持不了，「香港何時才
會有平和的環境？業界好慘，點樣捱
啊？」
會上，各議員均要求召開特別內會會

議討論近日社會事件，邀請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出席。內會主席李慧琼認同，如果張
建宗能出席接受議員提問，可有助市民掌
握事件及讓社會恢復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在黑衣

魔衝擊後，立法會上屆會期被迫提早中

止，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就積壓了44項涉

及700多億元的撥款申請，其中不少為民

生以至紓困項目。在連月暴衝過後，這些

撥款項目有必要盡快通過，惟煽暴派立法

會議員在昨日財委會首次會議上不斷拉

布，更煽動仇警，令會議經過3個半小時

仍無法選出正副主席，意味處理審批撥款

無期。由於解決市民困境不能再拖，多名

建制派議員在其後舉行的內務委員會上，

表示連月暴衝令不少商戶被破壞，基層生

活受影響，並要求特區政府積極尋求方法

應對，幫助市民渡過難關。 ■朱凱廸和區諾軒阻撓會議進行，一度被趕出會議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煽暴派議員互相提名，令財委會破天荒出現23名
「主席參選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近日暴徒大肆破壞商舖，影響民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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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責任編輯：曲 直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在持續4個多月的黑色暴力運動中，輿論場充
斥對警方的嚴重指控，包括傷害、殺人、性侵
等嚴重罪名，致使社會部分人對警方的仇視情
緒不斷升高。但詭異的是，沒有一個指控提供
可信的證據，沒有一宗指控可以查證，因為根
本見不到受害人，沒有受害人報警，連所謂的
受害人「爆眼女」也拒絕配合警方調查真相。
直到前晚中大校長段崇智與學生的對話會中，
中大學生吳傲雪揭開面罩，聲稱自己在新屋嶺
扣留中心被警員性侵。但同樣令人疑竇叢生的
是，這個女生昨天不僅改口，而且拒絕協助警
方調查事件真相。所謂「事反必妖」，種種怪
象，讓理性的市民不能不懷疑，只作指控卻不
協助調查真相，是因為指控是無中生有的杜
撰，是敗壞警隊形象、煽動仇警情緒的惡毒文
宣伎倆。

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遭受暴力對待和傷
害，都應循正常的法治機制解決，而不應在網
上作不負責任的無端指責，更不能造謠污衊。
吳傲雪早前多次以蒙面方式，在不同場合指控
警察性侵，警方多次在記者會上呼籲事主挺身
而出，主動與警方聯絡；前天她除下面罩後，
警方高度重視，昨天主動嘗試致電、留言、透
過大學聯絡她，希望她配合調查、釐清真相，
並且承諾她可以由校方、合適的專業人士陪
伴，也可以讓監警會參與，最大限度保障她的
權利。但吳傲雪至今為止沒有回應警方聯絡，
只在一些媒體發表言論，改口稱自己只是在葵
涌警署受到警察騷擾云云。

性侵是嚴重罪行，遭受性侵的人敢於在公開
場合講出遭遇，當然值得鼓勵；但只向公

眾講，卻不向警方報案，協助

警方調查，就令人百思不解了。回顧過去數
月，一些媒體、網絡上出現大量針對警方的嚴
重指控，除了性侵之外，還有「太子站831殺人
滅屍事件」，甚至將一些屍體發現案件生安白
造為警察所殺。但這些指控都是以匿名、蒙
面、變聲的方式進行，根本無從查證。更令公
眾無法接受的是，儘管警方一再鼓勵指控者和
事主拿出證據，坦蕩、負責任地配合警方調
查，但在前天之前，竟然沒有一個事主或者指
控者現身。最典型的是「爆眼女」事件，大量
文宣指她是被警方擊傷，但當事人一直拒絕接
受警方調查，甚至千方百計阻止警方取得傷情
資料。如果不是惡意造謠中傷，如果不是有不
可告人的隱情和目的，何須如此反常？

造謠惑眾，製造、散佈對政府和公權機構的
仇恨，是顏色革命的重要特徵，在香港策動港
版顏色革命的勢力，也一直在運用這種卑劣手
段。在過去數月，很明顯有一群躲在面罩背後
的人，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捏造事實、斷章
取義、加鹽加醋地去製造謊言，企圖通過抹黑
警方、製造仇警輿論，動搖市民對政府和警隊
的信心，而且將黑衣暴徒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
合理化、英雄化。

因此，面對各種針對警方的指控，在事實缺
席、真相未明前，任何人憑一面之詞妄下判
斷、甚至譴責警方，都是極不公義、極不負責
任的。理性市民對「泛暴亂派」、黑衣魔藉抹
黑警方，製造仇警輿論的伎倆，都需要保持高
度警惕，應該以對社會公義高度負責任的態
度，尊重事實、追求真相，不要被情緒裹挾、
憑一面之詞妄下結論。這是香港止暴制亂的重
要基礎。

只作指控不敢助查 必遭煽動仇警質疑
立法會大樓復修後，昨早舉行首次財委會

會議，但「泛暴亂派」以提名 22 人角逐主
席方式拖延會議，3個多小時會議結束仍未
能選出正、副主席。暴力衝擊癱瘓立法會運
作，現時已積壓包括醫院擴建、退稅等 44
項議程，涉及700多億元撥款，已令35萬建
造業人士生計大受影響。暴力衝擊重創香港
經濟，經濟衰退警號陣陣，政府的紓解民困
方案，急需過立法會批准這一關才可發放。
現財會主席陳健波已表示，為加快處理民生
項目，一旦連任整個會期都將加會一倍，但
「泛暴亂派」不理等米下鍋的業界和市民，
為政治利益出盡拉布手段拖延會議、癱瘓立
法會運作，呼應會場外黑衣魔暴力行動，以
砸爛港人飯碗換取自己政治利益而後快，真
是其心可誅。

黑衣魔 7 月 1 日砸爛立法會，立法會癱
瘓，議事、立法、撥款功能停頓，致多項撥
款申請積壓，如《財政預算案》的退稅措施
仍未討論和通過，4家公立醫院重建計劃須
財委會審批，財政司司長早前宣佈的191億
紓解民困方案，如向基層人士發「雙糧」、
給學童開學津貼等，須等立法會批准。由於
新年度是立法會會期最後一年，今屆未能完
成審批的項目，相關程序只能於來屆從頭開
始，因此，新會期撥款申請處理要快馬加
鞭，排得較前的議題皆是不應有爭議的「純
民生項目」，如T2主幹路及茶果嶺隧道、
海水化淡廠、橫洲公屋項目、公務員加薪
等。

事實上社會各界對立法會財會的撥款望眼
欲穿。建造業議會日前表示，2018/19財政

年度建造工程完成量按年跌8.4%，本港整體
建造工程量需每年維持 2000 億至 2500 億
元，按政府原計劃，未來 10 年建造業將見
興旺，但立法會大樓遭破壞後，包括葵涌及
威爾斯親王醫院重建、橫洲等公屋發展項目
共約700億元工務工程撥款審批受阻，35萬
名建築工人受累，有工友平均少1/3工資，
期望立法會財會復會後可馬上審批相關撥
款。

立法會財會處理撥款申請的拖延，亦令政
府救助經濟的多項舉措難以發揮效應。10月
第一周訪港人數按年減少50%，8月酒店入
住率按年下跌 28%、零售業總銷貨值下跌
23%，工聯會9月調查顯示， 41%受訪者任
職公司生意額出現下跌，16%受訪者本身更
出現開工不足，收入下降，甚至被裁員。面
對百業凋零，政府與業界心急如焚，推出了
多輪救助經濟方案，但正如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昨見記者所言：政府必須獲立法會同意撥
款，才可推出相關計劃，「不可以跳過這
步」。

香港正處艱難時刻，港人同坐一條船，息
暴亂、穩經濟、保就業，是社會各界當前最
想做的事，政府、業界正推動公營機構如港
鐵、領展對租戶提供減退租計劃等，爭分奪
秒地聚合力、救經濟、紓民困。立法會議員
作為民意代表，此刻與市民同心救經濟，是
道義、是責任、更是良心，「泛暴亂派」如
果為了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再以拉布手段
拖延眾多民生撥款申請處理，將直接砸爛港
人的飯碗，陷市民於困苦水火，這樣做
只能說其心可誅了！

「泛暴亂派」拉布阻撥款其心可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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