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謂「魔鬼在細節」，
有承建商等參與投標人士
在樓宇翻新及維修工程的
招標過程中，藉圍標等操

縱投標手法，向業主收取天價維修費。
不論合謀者採用什麼手法形式，均會令
採用有關服務的業主承擔較高的費用。
進行樓宇翻新及維修工程時，業主普

遍先聘請顧問，就需要進行的工程類別
徵詢意見，並由顧問統籌聘請承建商的
招標程序，再透過顧問統籌招標，以及
委聘承接翻新及維修工程的承建商。有
關招標程序最大可能出現兩種形式的操
縱投標手法。
首先，參與投標的承建商可透過圍標

或其他合謀行為，以影響有關工程的招
標結果，例如把合約價錢提高至高於競
爭下的價格水平。另一方面，與某間承
建商合謀的顧問可能透過超低投標價，
以確保成功中標，其後在其統籌的工程
招標中，安排與其結盟的承建商以抬高
或誇大了的價錢贏取翻新工程。
合謀者可能兩種手法並用，亦有可能

兩種手法結合其他手段一同使用。不論
是什麼手法形式，採用有關服務的業主
均需承擔較高的費用。 ■記者 趙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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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上周視察香港期間，多
次強調香港要發揮獨特優勢，開創美好未來，為香港發
展引領方向。香港擁有傳統優勢，又有參與國家改革開
放的先發優勢，更獲得中央的全力支持，尤其是在「一
帶一路」國家戰略中，中央視香港為戰略節點，把支持
香港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作為重要的政策取向，給
香港創造發展的新機遇、新動力。機遇當前，香港應振
奮精神，看清優勢，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結
合點，特區政府更要做好規劃與推動的角色，與各界齊
心協力，努力將「一帶一路」戰略付諸行動，實現香港
和國家的共同發展。

香港經濟轉型努力多年，但遭遇瓶頸，始終未能突破
產業結構單調、新增點未能形成的困局，領先優勢正在
被後來者追近，甚至有超越的趨勢；同時，香港社會進
入矛盾多發期，政治爭拗不斷，各項發展遭遇狙擊，市
民對前路感覺迷惘，對未來信心薄弱。張德江此次視察
香港，在不同場合發表重要講話時重申，要堅定對香港
前景的信心，因為世界發展大勢對香港有利，祖國發展
為香港帶來重大機遇，香港的優勢難以替代，全面深入
分析闡述香港所面臨的問題和具備的優勢，更明確指出
爭取突破的途徑，給香港帶來信心和希望。

張德江以香港「四大優勢」和中央「四大支持」，
高度概括香港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地位和作
用。香港「四大優勢」和中央「四大支持」相結合，
正是「香港所長、國家所需」的最佳結合。香港憑藉
多年積澱的對外經濟聯繫和網絡，在「一帶一路」中
的作用不可忽視。眾所周知，香港被公認為全球最自
由開放、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和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區

之一，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 22年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
由經濟體。除此之外，香港世界一流的專業服務，包
括金融、法律、投資等諸多方面，與國際接軌的商業
制度和市場，可以使香港成為聯繫祖國內地和世界的
重要通道，成為國家「引進來、走出去」雙向服務平
台，這些獨特優勢，是其他國家、地區和內地城市難
以比擬和替代的。

香港不僅擁有諸多先發優勢，更重要的是，在「一國
兩制」下，得到中央不遺餘力的支持。目前國家實施
「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等一系列
重大戰略，中國的企業要「走出去」，到「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投資建設、開拓市場，其中涉及基建、
融資、法律保障、訴訟和仲裁等多個領域，香港坐擁豐
富的專業服務經驗和國際聯繫，正好大顯身手，若能參
與其中，不僅能為祖國發展作貢獻，亦可突破自身瓶
頸，找到廣闊的新發展空間。

中央重視香港在落實「一帶一路」戰略中所能發揮的
重要獨特作用，張德江來港「看、聽、講」，高屋建瓴
指明香港如何在「一帶一路」的大發展策略下尋找機
遇。能否有效把握歷史性的發展機遇，關鍵就取決於香
港社會能否凝聚共識，集中精力，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
家發展戰略，以更寬廣的視野和胸懷，充分把握「一帶
一路」重大機遇。特區政府首先要扮演好「領頭羊」的
角色，拿出具體措施，撥出必要資源，協助民間全面了
解「一帶一路」沿線情況和商機，支持和協助工商界、
專業服務界等各行各業，開拓內地和「一帶一路」市
場，發揮好香港「超級聯繫人」作用，與「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實現互利共贏發展。

看清優勢積極行動 分享「一帶一路」紅利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表示，政府關注城

大運動中心塌屋頂的事故，並已舉行跨
部門會議，檢視相關政策，他強調綠色
建築的前提，是要確保樓宇安全。在屋
頂進行綠化，是近年來香港推行環保和
綠化的一個新時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香港整體環境，本身是一件很好的
事情。但如果因此而影響了樓宇安全，
那就把好事做壞了。因此，政府有關部
門必須從城大事故中吸取教訓，完善有
關屋頂綠化的審批規則和程序，加強對
建築物安全的監管。工程界和業主也要
關注這些綠化工程的安全問題，在開展
工程項目的時候，增強風險意識，強化
安全保障，杜絕類似事故重現，努力做
到萬無一失。

近年來，隨着環保意識在香港社會不
斷加強，綠色建築的概念在香港也逐漸
普及，屋頂及樓宇綠化成為環保和美化
環境的時尚。這個做法的好處頗多，可
以吸收熱能，有助樓宇散熱，減低頂層
溫度，緩解熱島效應；還可以改善空氣
質量，調節雨水流量和提供休憩園地等
等。不過，如果這些綠化工程設計和施
工質量不佳，就有可能影響到建築物的
安全，甚至危及生命。過去在進行這些
工程時，是否需要向屋宇署申請入圖
則，卻存有灰色地帶，沒有明文規定這
類工程是否需要屋宇署的審批，留下了
巨大安全隱患，也暴露出政府有關部門

對新生事物方面的監管缺失。城大運動
中心綠化屋頂倒塌事故更提醒有關方
面，無論推行什麼新事物，首要的一
條，就是要有確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的
具體措施，安全因素應該放在第一位。
此次倒塌事故沒有人死亡，算是不幸中
的大幸，但如果不從中深刻吸取教訓，
及時修補監管漏洞，完善審批規則，未
來就有可能出更大的事故。

同時，這次事故也告訴人們，即使
是有益社會的好事，也要周密思考，
趨利避害，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屋
頂和樓宇綠化無疑是一件有益於環保
和美化香港環境的好事，不能因為出
了一些紕漏和事故，就因噎廢食，從
此不再進行。而應該全面總結經驗，
制訂出相關的工程規範和安全指引。
同時，要明文規定這些工程也需要有
合乎資格的承建商來負責。這樣才能
真正把好事辦好。總之，確保安全、
加強監管、警鐘長鳴，應該成為政府
有關部門的第一要務。另外，樓宇相
關人士在開展這些綠化項目的時候，
不能有馬虎和僥倖心理，要根據相關
法例，自覺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管
和巡查，嚴格按照政府制訂的規範，
樹立足夠的安全意識，選擇合乎資格
的施工承建商，在加強環保和美化環
境的同時，確保建築物和居住者以及
周邊人士的安全。

綠色建築 好事做好

500修樓疑圍標 中標機會增30%
65%顧問投標價低於成本 競委會指或為爭工程獲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

虹）香港近年經常有屋苑被收

取天價樓宇維修費，引起社會

對圍標的關注。香港競委會昨

日公佈研究報告，發現去年約

有500個招標項目可能存在操

縱投標行為，估計可提高30%

的中標機會。研究亦指，在約

200個顧問投標合約中，竟多

達逾65%的顧問投標價「不計

成本」地少於最低估計成本。

競委會表示，若發現類似情況

繼續，將展開調查，違例者會

被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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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偵查圍標等違法行為的競委會於2015年首
季，對住宅樓宇翻新及維修市場展開研究，分

析了約500個由市建局及房協保密提供的「樓宇更
新大行動」招標項目。
該會利用廣為各地競委會採用的研究方法「篩選

法」，發現某些顧問、承建商，以及某些承建商之
間或存在關聯，且他們一起入標的次數多於各自獨
立競投，相信當中可能存在操縱投標行為。競委會
首席經濟師畢奕廉估計，若投標者之間存在關聯，
將提高約30%的中標機會。
研究亦分析了約200個聘請顧問策劃及監督翻新

工程的招標記錄，發現在具競爭的環境下，投標者
的出價及服務成本與現實不符，經常偏離其成本，
當中逾65%的顧問投標價竟少於最低估計成本。

報價招標規模呈不規則
競委會署理高級行政總監畢仲明指出，招標項目
規模愈大，相關成本及報價理應呈正比，但有關顧
問報價卻與招標規模呈不規則情況，直言當中存在
反常出價且不計成本，不禁令人生疑，不排除有關
顧問為獲取招標項目，作出與其成本無關聯的投標
如低價入標，其後再將維修翻新工程交予特定承建
商，從中獲利。

不足半年接逾千宗投訴
畢仲明續說，是次研究的所有投標項目均在《競

爭條例》於去年12月生效前完成工程，大部分涉及
樓宇復修，相信違例可能性低。《競爭條例》實施
至今，競委會共接獲逾千宗投訴及查詢，當中包括
為數不少的圍標等合謀行為的投訴。畢仲明表示，
競委會若獲得近期數據並發現類似情況繼續，將展
開進一步調查，違例者會被重罰。
基於受研究的方法所限，畢仲明認為是次結果不

能用來證實有關項目有否違例，需待進一步深入調
查。他又指出，樓宇復修過程複雜且參與涉及人士
眾多，是次結果有助該會了解市場操作，對日後進
行的跟進調查有利。
畢仲明又說，該會並沒有實際權力強制要求相關
人士提供資料，加上圍標問題複雜，當中或涉及違
反《防止賄賂條例》等貪污問題，因此不排除轉介
予其他執法部門處理。不過鑑於搜證存一定困難，
他呼籲有意舉辦圍標行為的業主立案法團保留信
件、會議記錄等文件以作舉證之用。

為遏止不法商人違法「圍標」行為，政府
部門連番出招打擊。市建局於本月10日推出
「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先導計劃，為樓
齡達30年或以上、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住
宅或商住樓宇，提供樓宇維修支援服務，包括
安排獨立專業人士為維修項目估價、提供電子

招標平台等，以減低圍標的機會。
本港現時有逾2.1萬棟逾30年樓齡樓宇尚未維修，

而業主維修時亦往往因缺乏經驗而不知從何入手，甚
至因圍標而感到困擾。
該先導計劃為業主提供3項支援服務，包括自助工

具手冊，列明招聘顧問和承建商的範本及條文、安排
獨立專業人士為維修項目估價及提供電子招標平台，
讓已登記的承建商能投標，而投標者的身份會保密，
減低招標過程中受到操控或干擾。
競委會則進一步向市民及社區推廣有關圍標的資

訊，包括明日於奧海城二期推出「打擊圍標全城目
標」大型宣傳活動，包括電視廣告、教育短片、宣傳
刊物及巡迴展覽。另外，競委會亦正就車用燃油市場
進行研究，但由於最近擴大了研究範圍，故需收集更
多資料及數據以進行分析，預計有關研究結果將於本

年稍後時間公佈。
民政事務總署與香港測量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

會，及香港建築師學會合作，早於前年4月起推行為
期一年的「『顧問易』大廈維修諮詢服務計劃」，由
大廈維修的專業人士(包括測量師、工程師和建築
師)，為有意進行樓宇大型維修工程但沒有物業管理
公司支援的法團，提供專業諮詢服務，協助選出合適
的工程顧問公司及認可人士。 ■記者 文森

「招標妥」保密身份防圍標

罰款最高達營業額一成

近年天價標書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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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操縱投標手法／
涉及金額

8.6億元維修工程只
獲兩間承建商報價，
維修顧問誠信受質疑

2.6億元維修費，承
辦商承認串謀

「最低價」標書價格
較房協估價高出1倍
至1.6倍

顧問提出2.2億元、
3億元及4.6億元維
修方案，要求三選一

近年大廈維修經常出現懷疑圍標個案，不
少業主叫苦連天。首條將圍標視作違例的《競
爭條例》於去年底生效，規定企業不得作出合
謀定價、分配市場、限制生產及圍標等4種行
為。大律師陸偉雄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競爭
事務審裁處可向違規企業，判罰款及向董事發

出取消資格令，但沒有刑事罪行及制裁的規定。
根據《競爭條例》，當有證據顯示本應互相競爭

的承建商，但之間出現合謀圍標，該等行為或會構成
《競爭條例》所定義的嚴重反競爭行為，將被重罰。

陸偉雄指出，圍標可以干犯很多罪行，包括偽造
賬目、串謀詐騙及代理人受收利益等，但由於需要確
鑿證據，入罪門檻非常高；因此政府去年底實施《競
爭條例》，如果企業涉嫌干犯條例，罰款最高可達違
例期間每年營業額的10%（最多計算3年）、禁止擔
任董事5年等。
此外，審裁處根據《競爭條例》設立專責法庭

「競爭事務審裁處」，由高院法官林雲浩與法官歐陽
桂分別擔任審裁處主任法官及副主任法官，其他高院
法官均為審裁處成員。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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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仲明畢仲明（（左左））指若情況繼續指若情況繼續，，將展開調查將展開調查。。旁為畢旁為畢
奕廉奕廉。。 趙虹 攝趙虹 攝

■■沙田翠湖花園沙田翠湖花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招標妥招標妥」」為樓齡達為樓齡達3030年的年的
樓宇提供維修支援樓宇提供維修支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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