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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被批當市民人質

反映不滿被借過橋 建造業斥梁家傑誤導

陳茂波：市建局穩健暫不注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最新
一份施政報告建議邀請市建局協助
興建資助出售房屋，有議員關注政
府會否向市建局注資，以確保其有
足夠資金營運及推行新增工作。發
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表示，市建局
截至去年3月底累積賬目為139億
元，淨資產值達239億元，形容市
建局財政狀況健全。他又指，市建
局雖於2013/14年度錄得約23億元
虧損，但基於其後有多個項目成功
招標，包括觀塘重建項目，市建局
估計在2014/15財政年度的財務狀
況會改善，暫時不需政府注資。
陳茂波昨日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
時表示，施政報告建議邀請市建
局協助興建資助出售單位，市建
局正研究有關建議，待市建局有
具體方案時，政府會與市建局再
磋商。他又重申，「樓宇復修」
和「重建發展」仍然是市建局的
核心業務。

「樓宇復修」年中支援全港
陳茂波指，在「樓宇復修」方

面，市建局參與了政府推出的「樓
宇更新大行動」，並分階段接管房
協在「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下
的工作。自2013年4月開始，市建
局已將支援工作的覆蓋範圍，由原
來的中西區、灣仔區和部分九龍地
區，擴展至整個九龍市區、荃灣區
及葵青區，該局將會在今年7月把支
援工作覆蓋全港，全面接收房協在
該計劃下的工作。
他續說，隨着「樓宇更新大行

動」下的工程陸續完成，市建局在
這計劃下的人手，可望在未來兩至
三年逐步調配去處理該局其他的
「樓宇復修」支援工作。市建局會
通過內部人手調配及應用資訊科
技，例如通過專門復修網站，以更
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去處理復修及
相關的資訊發放和教育工作。

至於在「重建發展」方面，陳茂
波稱市建局由2009/10年至今，共開
展了10個由市建局主導的重建項
目、10個「需求主導重建先導計
劃」下的項目。市建局亦開展了兩
個「工業樓宇重建先導計劃」下的
項目。這與2004/05年至2008/09年
期間市建局一共開展了21個由該局
主導的重建項目相比，數量大概相
若。

鼓勵重建項目「長短都做」
另外，建築測量界議員謝偉銓昨

日在立法會大會上批評，市建局近
年的重建項目較單一，活化市區成
效不彰顯。陳茂波昨日在會上表示
同意，指若整片土地重建，如觀塘
重建項目，對社區的效益較高，但
涉及的收樓時間亦較長，因此當局
鼓勵市建局「長短都做」。被問及
局方會否考慮重推夾心階層置業計
劃。陳茂波指，有關項目涉及多個
政策範疇，不只涉及市建局，而市
建局會有專責小組研究。

公屋免租或不再 擬增個人免稅額
香港文匯報訊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下月發表新年

度預算案，有會計師組織昨日估計，在扣除預留的
270億元房屋儲備金後，今年盈餘仍會有300多億
元。不過，有特區政府消息人士昨日向傳媒透露，當
局會考慮按經濟需要分配資源，包括考慮不再向公屋
租戶「派糖」，包括中止過去7年的公屋租金寬免。
另外，個人免稅額估計也會輕微調升。

會計師料政府盈餘逾300億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昨日估計，扣除預

留的270億元房屋儲備金，今年盈餘仍會有300多億
元，特區政府有能力減稅，故建議將個人免稅額和供
養子女、供養父母免稅額各增加1萬至2萬元，又建
議為了吸引外資以香港作為地區總部，預算案應該推
出特別的稅務優惠，以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
有傳媒昨日引述特區政府消息人士指，當局已於

去年調升了父母免稅額，故在新年度預算案再調整的
機會不大，但個人免稅額自從上屆政府2012年調升
過後，3年來都沒有調整，預算案會考慮是否要因應
物價指數變動輕微提升個人免稅額3,000元至5,000
元。
消息人士又稱，財政司司長正考慮在新年度財政

預算案中，完全取消公屋租金寬免，把資源用於更有
需要的人身上，因公屋本身已是福利，再免租便是雙
重福利，加上經濟情況最困難的住戶通常都有綜援，
不用自己交租，即使取消免租，對最基層、最需要幫
助的公屋居民都沒有影響，反而令公屋富戶也可獲租
金寬免，並不公平。

蘇偉文：助提升財政紀律
房委會財務小組主席蘇偉文坦言，考慮取消公屋

免租，此舉有助提升財政紀律，因公屋租金有調整機
制，但在調整後，政府卻為公屋租戶代繳租金，等於
將機制「廢武功」。同時，房委會有機制確保公屋戶
在遇到特殊情況時可申請寬免租金，倘一刀切免租，
並非好的公共資源運用方式。

黃國健倡針對富戶減爭議
不過，房委會委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則

認為，公屋富戶的生活條件較好，倘只取消他們的免
租安排，爭議性會少一點。公屋聯會主席王坤則認為
應逐步取消，如繼續寛免半個月租金，以紓緩通賬帶
來的生活壓力。長遠而言，他認為不應只靠租金寬免
協助公屋居民，而應調整公屋租金的可加可減機制。

拉布拖工程再嘥25億
促財委會實事求是 勿為爭拗犧牲發展

陳家強昨日在立法會大會辯論「關注審批基建
項目撥款申請進度緩慢的問題」的開場發言

時指出，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年度批出的工程項
目撥款，只有36億元，不及2012年至2013年度
900億元中的5%。
他批評，拉布嚴重影響基建工程，上年度有27

個項目受影響未能審批，令多個工程延誤超過半
年，工程造價合共增加25億元，例如「三堆一
爐」項目造價已合共上升13億元，亦對工程時間
表造成負面影響。

土地項目不能無限押後
就有反對派議員稱，特區政府應押後較具爭議
的項目，陳家強批評這是「鴕鳥政策」。特區政
府不可為免爭拗而捨難取易，置香港長遠發展需
要於不顧，「不可以只進行學校、醫院等爭議性
較少的項目，而將例如與土地供應相關的項目無
限期押後。」
就反對派質疑特區政府不先將與「民生」有關
的撥款申請提交立法會審議，陳家強反問道：
「何謂與民生有關？」他指出，土地不足成為香
港持續發展的障礙，但與中長期土地供應有關的
項目，往往成為拉布的對象，「難道提供更多商
住用地、推動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與民生無
關嗎？」

他並估計，特區政府工程的建造價格在本年會
上升大約6%，並計劃向財委會提交80多個新工程
項目的撥款申請，總工程造價約為700億元，但他
對審議進展不表樂觀，倘未能在本年度完成審議，
工程會被延誤，造價也會增加，希望議員把握時
間，理性務實審議。

需良好基建保持競爭力
陳家強在總結發言時也強調，香港是細小開放

的經濟體，需要有良好的基建，才能保持競爭
力，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當局不能單看眼前問
題，而擱置具策略性的長遠問題，也不會無限期
押後具爭議的工程項目。
就反對派聲稱很多工程是「大白象」，陳家強

表明不同意，指政府本立法年度提交的80多個新
工程項目，大部分都是醫院、學校和文康設施
等。至於個別基建的超支問題，陳家強指，過去
10個年度，大約600項工程項目中，只有約一成需
要追加撥款，只佔原本預算相當低的百分比。

重申設科技局有迫切性
陳家強強調，他不希望看到議會因為政治爭

拗，阻礙工程推展，造成無止境內耗，虛度光
陰。他重申，拉布令財委會出現「塞車」，政府
有必要考慮如何處理餘下項目，而成立創新及科
技局有迫切性，故早前抽起4個財委會項目，合法
合理，否則對政府推動創新科技發展甚為不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昨日辯論「關注審批基建項目撥款申請進

度緩慢的問題」的議案，建制派議員在發

言時，批評反對派拉布令工程延誤，浪費

公帑更拖慢香港發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長陳家強昨日批評，拉布嚴重影響基建工

程，令上年度多個工程延誤超過半年，造

價合共增加25億元。他強調，倘特區政

府為免爭拗而捨難取易，押後較具爭議的

項目，只是「鴕鳥政策」。他促請議員實

事求是，勿因政治爭拗而無止境內耗，虛

度光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在立法會發動所謂「不合作運
動」，拖香港發展後腿。立法會昨日
辯論「關注審批基建項目撥款申請進
度緩慢的問題」的無約束力議案，多
名議員批評反對派肆意拉布，搞政治
鬥爭，將香港市民當人質要脅特區政
府，是「喪盡天良」。他們要求反對
派立即停止「不合作運動」，不要再
假仁假義，擺出「為命請命」姿態。

石禮謙：阻基建損競爭力
在立法會昨日大會提出動議的地產

及建造界議員石禮謙批評，拉布的議
員以基建項目作為談判籌碼，影響建
造業發展和香港競爭力，將造成不可
彌補的損失，促請特區政府正視問
題，與議員尋求解決方案。

李慧琼：為鬥爭不顧民生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議員李慧琼

直斥反對派騎劫議會，玩弄議事程
序，令基建工程一拖再拖，建築費大
幅上升，要香港市民代拉布議員「找
數」，例如焚化爐造價便上升百多億

元，令人憤怒。她並批評反對派拖政
府後腿，令立法會淪為「拉布會」，
為政治鬥爭而不顧市民生計。

葉國謙：達喪盡天良地步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批
評，反對派為求達到政治目的，肆意
拉布，不理市民死活，已經去到喪盡
天良、人神共憤的地步，擔心香港
「有朝一日被反對派搞到民不聊
生」。他批評反對派要求特區政府調
動議程，只是擺出「為命請命」姿
態，是「假仁假義，賊喊捉賊」，借
發動「不合作運動」禍港殃民。

郭偉强：延誤項目工人苦
工聯會議員郭偉强強調，有秩序地

批出基建項目撥款，有助香港建造業
穩定發展，但反對派大搞「不合作運
動」，導致多項工程嚴重延誤，令30
多萬的從業員未必能「長做長有」。

廖長江：拉布令立會半癱
商界議員廖長江認為，立法會因為拉

布而瀕臨癱瘓，積壓大量工程撥款，不但

影響經濟民生發展，亦阻礙特區政府有效
施政，批評反對派以脅迫手段表達政治訴
求，「絕不接受只有數名議員拉布，就可
以癱瘓政府。」

吳亮星：打爛市民飯碗
金融界議員吳亮星也狠批反對派與

民為敵，大搞政治鬥爭，並非以市民
福祉為依歸。基建工程延誤勢必「打
爛市民飯碗」，促請反對派放棄「不
合作運動」，重回正軌。建制派議員
謝偉俊認為，議事規則有太多漏洞，
令部分議員可以利用「正義」之名，
做破壞的事，不切實際去拖延撥款。
不過，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言，特

首梁振英不肯調動財委會議程，反而
將矛頭指向立法會，是「犧牲民生做
政治鬥爭」。民主黨議員胡志偉則
稱，就工程撥款提出問題是「理所當
然」，但特區政府只想立法會做「提
款機」，支持所有工程撥款。
經歷約5小時辯論，議案最終未能得

到在席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議員分別
過半數支持，在30票贊成、24票反對
的情況下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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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近期喜事一件接
一件。繼民建聯「高佬」何
俊賢拉埋天窗之後，工聯會
也將「娶新抱」：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郭偉強將於下月9
日 與 女 友 影 霞 「 拉 埋 天
窗」。不過，由於反對派在
立法會拉布，故蜜月只能押
後至暑假，實行「有拖冇
欠」。

郭偉強下月9日將於尖沙
咀「The One」筵開 40 多
席，宴請各方親友。他昨日
率 先 向 立 法 會 記 者 「 派
餅」，和大家分享他的喜

悅。他透露，除一眾工會兄弟外，自己還邀請了全體建制派議
員出席。在官員方面，保安局副局長、勞工及福利局、運輸及
房屋局的正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已答應出席。

與議員同桌 官員「難甩身」
為確保政府官員不會「到一到便走」，郭偉強「落足心

機」，刻意安排「嘉賓座位」，將議員與官員夾雜而坐，「到
時官員都要喺飲我嗰餐嘅時候，答吓議員問題，估計都冇咁易
走得甩！」

郭偉強並坦言，由於香港的樓價太貴，就算自己身為立法會議
員，要「上車」也不是一件易事，故他計劃新婚初期倆口子暫時
與父母共住一屋，但就已經訂下了置業的「時間表及路線圖」。

他又慨嘆，由於立法會仍積壓大量的工作，加
上反對派在會內凡事拉布，令倆口子的「蜜月大
計」只能「有拖冇欠」，估計要押後到暑假才能
成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不合作運動」成最大隱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本港大型工程接

踵而至，即使西港島線已經開通，仍有4條鐵路工
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政府早前又提出建造另外7
個鐵路項目，令社會關注建造業人手能否應付。
有大型承建商表示，隨着多個鐵路項目將於短期
內完成，相信人手可應付其他新鐵路項目。不
過，部分立法會議員發起「不合作運動」，卻令
部分工程被拖延，對業界造成最大挑戰。

承建商盼顧及業界免失業
隨着西港島線已完成，港鐵南港島線和觀塘線

延線預計於2016年完工。金門建築總裁何安誠
昨日表示，相信到今年底，主要鐵路工程將集中
在沙中線和高鐵，相信可釋出20%至30%的建造
業人手到其他建造工程。他期望當局不要7個新
鐵路項目同步進行，大可分批興建。
他又指，現時建造業工資因為人手短缺而上

漲，工種如釘板工人日薪高達4,000元。他期望
勞工補充計劃的「升級計劃」可盡快落實，以免
建造業工人成本不斷上升。他亦相信，透過勞工
補充計劃輸入外勞不會令本地勞工利益受損，只
是令工資變得穩定。
何安誠又提到，現時立法會上有議員發起「不
合作運動」，令工程項目受阻，例如「三堆一
爐」也被拖延達幾個月，蓮塘口岸又被否決，對
業界造成最大挑戰。他期望立法會議員可顧及本
港建造業和公共設施的福祉，避免最後反而導致
出現失業的情況。

由15個建造業團體組成的「建造業大聯盟」，早前約
見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表
達他們對「不合作運動」的不滿。不過，梁家傑昨日卻
在會上聲稱，與大聯盟代表的「共識」是特首梁振英未
有調動議程，應為工程遲遲未能開展負責。大聯盟代表
即以手機傳訊，嚴厲譴責梁家傑試圖誤導公眾。

「建造業大聯盟」於去年底成立。他們要求反對派議
員停止拉布，不要阻延工程落實，並於梁家傑會面，反
映他們對「不合作運動」的不滿。不過， 在昨日立法會
大會辯論基建工程受阻延的議案時，梁家傑竟聲稱，他
當時與大聯盟代表「一致取得共識」，是不應將拉布的矛
頭指向工務小組，而是有權調動議程的特首梁振英。

王國興批顛倒是非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聞言批評，反對派議員將香港市民

當人質，要脅特區政府，現在更顛倒是非、賊喊捉賊，
竟斷章取義地稱「建造業大聯盟」支持其看法。他說，
自己已收到「大聯盟」代表的手機短訊，要嚴厲譴責梁
家傑誤導公眾。

他續說，反對派拉布令多個工程延誤，造價合共增
加25億元，等於興建35間安老院舍、3,500個宿位，
「『泛民』成日好話講盡，但壞事做盡！」他並趁機
呼籲香港市民登記做選民，在今明兩年的區議會及立
法會選舉中，選另一批人進入議會，否則「香港玩
完」。

經民聯議員石禮謙其後表示，他自己也是「建造業大
聯盟」的成員，大聯盟一心希望盡快通過
工程撥款，從沒同意以政治角度看待事
件，「或者你（梁家傑）聽錯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王國興批評反對派顛倒是非。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郭偉強向記者「派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陳家強表示，倘政府為免爭拗而捨難取易，押後
較具爭議的項目，只是「鴕鳥政策」。 劉國權 攝

■謝偉俊 黃偉邦 攝■吳亮星 劉國權 攝■石禮謙 劉國權 攝 ■葉國謙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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