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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橋港段料年底竣工
張炳良：通車日期需三地商討 超支評估後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珠

澳大橋預計於本年底完工，較預期

延遲1年。香港特區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張炳良及路政署署長鍾錦華昨

日視察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香港

接線工程進度。張炳良表示，香港

接線填海工程已完工，現正進行永

久海堤建造工程，預計大橋主橋工

程於今年12月底完成，惟通車日期

需粵港澳三地政府商討。目前，主

橋工程面對工程及人手挑戰，支出

較預期多，但實際金額需在評估後

再作公佈。

張炳良視察工程後會見傳媒時表示，工
程進度理想，預計主橋及香港段的工

程於本年底完工，並強調香港工程進度並非
三地中最慢，「三地工程來說，我們不是最
遲、最滯後，即使遇到工程上的挑戰，我們
絕對不是最遲的一個。」
他否認香港工程拖累大橋原定於去年底的
通車期。

港連接路口岸工程無超支
張炳良強調，香港連接路及口岸工程不

會超出核准預算，但主橋工程因面對工
程及人手挑戰，支出會較原本估算多，
但未有具體數字。三地政府已委聘專家
顧問研究承建商資料，稍後會有更準確
的評估。
他表示，主橋工程由三地政府按比例出

資，餘額會向銀團借貸，大橋啟用後需
要還款，但具體融資情況按實際情況而
定。
大橋工程進展方面，張炳良指，位於內地

伶仃洋的主橋橋樑段於去年9月貫通，現正

進行橋面的鋪裝工作，而海底隧道段因要沉
放33個隧道管接，現時已放置31個管接，
工程上「有好大挑戰」。
香港接線方面，張炳良指，香港段工程於

去年12月已經全部貫通，現餘下裝置工
作，如旅檢大樓的過關設備、道路設施、公
共交通交匯處等，進展良好，預計今年年底
會完工，屆時會具備通車條件。
他續說，觀景山隧道工程遇很大挑戰，例

如工程遇見非常罕有、無石紋的岩石，需花
費較長時間挖掘。

鍾錦華：增監管定位磚質量
路政署署長鍾錦華指出，屯門至赤鱲角

連接路工程進展較原定時間慢，在港珠澳
大橋通車後，相關工程會繼續進行，暫時
沒有超支的情況；旅檢大樓的鋼筋混凝土
工程已大致完成，天幕預製組件安裝則仍
在進行中。
他表示，會加強監管被指質量有問題的工

程用定位磚。
針對人工島被指移位，張炳良指，部分人

工島海堤的圓銅管頂部向外伸延屬正常，而
現時沒有出現異常情況，否認人工島飄移曾
令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工程停工。
他表示，將來大橋通車後由人工島（即

口岸區）駕車去澳門或珠海，分別約45分
鐘，「現時珠海市有內地人士來香港國際
機場轉飛機，在珠海市如駕車來香港國際
機場是4小時，將來是45分鐘，所以看到
將來對跨境交通連繫應該是起到很大促進
作用，並在運輸及社會方面有經濟效
益。」

反對派「為反而反」、拉布阻
礙香港基建工程進度的情況已令
不少市民忍無可忍。本報記者於

街頭走訪市民，大部分均支持建造業大聯盟的反拉布行
動，認為立法會議員不應為自己所謂的「政治理想」而
騎劫市民利益，損害基層生計。
王小姐指出，香港目前的分化情況太厲害，一些團體

對基層的利益不尊重，「但作為立法會議員，應該保障
市民的利益。雖然我對這些議員要求的『政治理想』不
理解而無法置評，也認為他們有表達自己想法的權利，
但不應用損害他人利益的方法，來達至自己的目的。」
她認為，作為議員應理性行事，在充分表達自己意見

的同時，也注意保障其他人的利益，達到一個均衡點，
「畢竟損害基層市民的利益是十分不該！」
中學生劉同學說：「天天聽議員拉布很煩，有時看見

電視直播立法會互相吵架便立即轉台。那些議員賺那麼
多錢，難道就是為了在立法會罵人？罵人難道能解決事
情嗎？現在學校裡也有些人天天罵政府、罵香港，誰說
政府的公道話就會被罵『擦鞋』！」
任職廚師的司徒先生更

批評發動及支持拉布的議
員「天天阻住地球轉」，
並指本來香港樣樣好，卻
被該班人連搞幾年，又拉
布、又暴亂，天天罵港府
罵中央，「各行各行業都
被他們唱衰晒！沒內地客
消費，香港人吃穀種
嗎？」 ■記者 殷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積
壓多個工程項目尚待立法會審批，卻遭
「為反而反」的反對派諸多阻撓，令批
核進度緩慢。建造業批評拉布是「人為
沙士」，並指若再不改善，不排除採取
工業行動。由 16個業界團體組成的
「建造業大聯盟」昨日舉行記者會，批
評立法會拉布嚴重影響業界生存環境，
目前審議工程項目進度是3年來最差，
迄今只有一項政府工程獲工務小組通
過，令建造業由於人為因素出現被迫收
縮，影響百萬人生計，呼籲拉布議員
「收手」，勿因政治損害民生。

124億工程款待立會批
建造業大聯盟由專業及顧問學會、承
建商商會、分包商商會和前線工人團體
組成。大聯盟指，過去3年來，反對派
議員在立法會工務小組和財務委員會以
多種不同方式與手段拉布，令工程項目
囤積嚴重。新一屆立法會拉布情況更加
惡劣，置民生於不顧。到目前為止工務
小組全年原定20次會議已進行了8次，
只批出1項房屋前期設施工程項目，而
該項目還有待財委會審議撥款，創下過
去幾年工程項目審批進度最緩慢紀錄。
聯盟指出，若下月「基本工程儲備基
金整體撥款」的124億港元、涉及逾
9,000個小型工程項目未能如期通過撥

款，將出現一批政府違約、「拖數」的
情況，令大批中小型建造商及工人生計
受損。

謝子華：損逾百萬人生計
大聯盟發言人謝子華表示，建造業從

業員共45萬人，包括33萬名活躍註冊
工人、8萬名專業及管理人員、4萬名
技術支援及文職人員，他們平均要負擔
兩名家庭成員生活，因此建造業能否維
持應有工程量，將直接影響逾百萬名市
民生計。
他指出，本港每年需要2,000億元的

工程量，包括政府的700億元工程項

目，才能維持業界正常運作。
謝子華慨嘆，建造業本來前景良好，

本年度有政府43個工程項目涉及1,000
億元工程款，但由於長年拉布，令建造
業出現人為因素的被迫收縮，「建築
師、工程師及駐地盤人員因政府項目不
能接續、前期研究短缺及外圍經濟影響
下，開始出現裁員和減薪，連帶建造業
學生實習機會減少、畢業生及薪酬下
調。」

周聯僑：從業員憂前景
工聯會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表

示，總工會有56,000名會員，最近以問

卷形式訪問了1,000名會員並走訪了800
名前線工人，他們均對行業前景感到憂
慮。
他指出，2,000億元工程款僅佔本港

經濟總量的4%，但為8%就業人口提供
了工作崗位，直接影響百萬人生計。
周聯僑認為，港府應有工程量由於人

為因素不能保持，迫使行業收縮，更難
吸引年輕人入行，將導致業界青黄不
接。
他希望反對派議員實事求是，莫再拉

布製造「人為沙士」影響工人生計、凌
駕市民利益，否則不排除發動大罷工等
工業行動。

拉布「人為沙士」建造業促「收手」 損害基層生計
市民怨聲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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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姐 殷翔攝

■建造業大聯盟昨日舉行記者會呼籲勿再拉布阻工程項目。 殷翔攝

■張炳良（中）與鍾錦華（左）昨日視察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香港接
線工程進度。

■■港珠澳大橋主橋橋樑於去年港珠澳大橋主橋橋樑於去年66
月月2929日成功合龍日成功合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由16個業界團體組成的建造業大聯盟昨日召
開記者會，批評一些議員拉布導致立法會審批工
務工程項目的進度極度緩慢，擔心多個工程項目
將出現違約或拖數，會影響工人的生計，促請立
法會工務小組以民生為重，以市民大眾的福祉為
重，盡快批出積壓的工務工程撥款。事實上，立
法會近年拉布成風，已經對香港整體社會發展和
民生工程構成實質的損害，廣大市民心清眼亮、
明辨是非，強烈呼籲並支持立法會主席和相關的
委員會主席，果斷而適當地運用議事規則所賦予
的主持會議權力，剪除反對派濫用的拉布行為，
以維護整體社會的根本利益。

新一屆立法會工務小組去年10月至今開了8
次會議，只是批出過大埔公營房屋前期工程一
項撥款，進度是過去數年來最緩慢。代表45萬
從業員的建造業大聯盟強調，目前展開的大部
分工程將在2017至2018年度完成，如果沒有
新一批的工程上馬，勢必影響建造商的資金周
轉以及工人的生計，促請議員盡快批出積壓的
項目。立法會的職責本來是為社會的正常運行
設立規範，議員自身本來也應該遵守規則和秩
序。但偏偏近年反對派議員悍然騎劫議會，不
僅不守規則，甚至胡亂吵鬧、擲物搶咪，廣大
市民為之側目。本屆立法會開鑼以來，反對派
議員拉布的行徑變本加厲。本屆工務小組只有
17次共約 34小時的會議，卻要處理43個項
目，本來時間已經十分緊迫。偏偏反對派議員
無所不用其極地拉布，他們根本不是真心關心
項目本身，而是純粹「為拉而拉」。

例如他們可以一方面提出成百上千項瑣碎修
訂，轉而又可以提出休會動議，可謂將規則
「玩到盡」，充分表現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拖

延。面對這些破壞式的拉布行為，社會上越來
越多人發出呼聲，呼籲並支持大會主席或相關
的委員會主席，大膽、合法地運用《議事規
則》賦予他們的權力，果斷剪布，維護香港整
體社會的利益。事實上，根據基本法及《議事
規則》，以及過往法庭的判決，都明確賦予了
主席行使終止辯論權及就審議訂出時間表的權
力，只是過去在正常的議事廳內，這些權力不
常用。但是如今「為反而反」的議員已經改變
了整個議會的生態。為維護立法會和特區政府
的正常運作，立法會主席和相關委員會主席有
責任快刀斬亂麻，堅決制止這些惡意拉布的行
為。早前的大埔公營房屋前期工程撥款，亦是
在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盧偉國果斷剪布下，終
於如期得以通過。

拉布行徑對香港禍害甚深，市民對此已經越
來越清晰。40多萬建造業的從業員，他們涉及
的妻兒、家人應該上百萬，沒有新項目上馬意
味着隨時會失去飯碗。另一方面，這些基建項
目多是民生工程，項目被阻意味着市民將要等
待更長時間才可享用。進一步說，這些項目工
程不能如期開展，勢必導致建築成本增加，最
終也是納稅人埋單。毫不誇張地說，少數議員
為了一己政治私利而拉布，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都有份埋單。因此，對於立法會合理、合法地
剪布，相信必定會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廣大
市民也會明辨是非。

不過話又說回來，面對泛政治化之風越吹越
烈，反對派在議會的習慣性拉布，恐怕一時三
刻不會改變。因此，立法會大多數議員有必要
將修改議事規則列入議程，從根本上堵住制度
漏洞，才能撥亂反正，讓議會重回正軌。

果斷剪布排干擾 盡早批款惠民生
美國總統特朗普致函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中國

人民拜晚年，並期待與習近平推動惠及兩國的建
設性中美關係。中國外交部對此表示，中方高度
讚賞特朗普對習近平及中國人民的節日祝賀。中
美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才是兩國唯一的正確選
擇，特朗普對華釋出善意，值得歡迎肯定。特朗
普上任以來充分展示其「打破常規」的作風，屢
次就中美關係作出強硬表態，令外界對中美關係
發展前景充滿憂慮。中美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兩個
經濟體，利益緊密攸關，兩國關係好壞，直接影
響全球繁榮穩定。中國願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
但也有足夠實力應對美國的挑戰。希望特朗普總
統謹慎行事，負責任地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發展，不
要做出兩敗俱傷的事情來。

中國農曆新年之際，世界主要大國領袖紛紛向中
國人民拜年，獨缺特朗普，這也打破了前3位美國
總統的慣例。不僅如此，特朗普就任以來，白宮對
外聯絡活躍，雖說中美最高領導人也通過一次電
話，但特朗普卻「歷史性地」與台灣地區領導人蔡
英文進行了電話交談；特朗普還曾放話，中國如在
貿易等問題不與美國合作，美國要考慮是否繼續遵
守「一中」原則，凡此種種不能不引起人們對中美
關係可能將走向倒退的擔憂。今次，特朗普致函國
家主席習近平，向中國人民拜晚年，希望與中方發
展建設性關係，廣東話有句俗語，遲到好過無到。
特朗普總統的信件應視為向中國釋出善意的積極訊
號，對中美關係保持穩定具有一定象徵意義。

特朗普晚來的賀信，是否意味中美關係由陰轉
晴，恐怕也未必。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期間曾一再指
責中國「操縱匯率」、「偷走美國就業」，上任後
其組建的國安團隊對華鷹派色彩濃厚，尤其是其改
組的國安會以及成立的白宮全國貿易委員會，處處

將矛頭對準中國。特朗普更威脅要將中國列為「匯
率操縱國」，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特朗普任
命的國防部長馬蒂斯，就持制衡中國的強硬立場，
其首次出訪選擇日韓，用意不言而喻。特朗普為報
答選民，上任以來推出一系列極具爭議性的政策，
引起較大爭議和質疑，誰也不能保證，日後為了轉
移視線，特朗普不會打着兌現承諾的旗號，拿貿
易、匯率和南海等議題找中國的麻煩。特朗普是否
真心實意推動惠及中美的建設性關係，要聽其言，
更要觀其行。

習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兩國在維護世界和平穩
定、促進全球發展繁榮等方面肩負着特殊的重要
責任，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兩國經濟總量
佔世界1/3、人口佔世界1/4、貿易總量佔世界1/
5。中美雙邊貿易額高達每年 5000 多億美元，
2015年起中國已成為美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
還持有過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中美只有不衝突
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才能實質推動中
美關係穩健發展。美國敵視中國，企圖在經濟
上、軍事上全面遏制中國，必將給世界帶來災
難，美國也害人害己。美國《財富》雜誌的文章
指出，「特朗普要欺負中國，並不那麼容易。」
「如果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進入經濟上相互
摧毀的狀態，真正的問題並非誰的GDP最大，而
是哪個國家承受痛苦的能力最強。」中國政府在
複雜多變的國際舞台上愈來愈成熟和自信，越來
越富有戰略定力。可以預言，即使特朗普當政之
初中美關係可能遇到波折甚至大的衝擊，但中美
發展建設性關係仍將是大勢所趨，也符合美國的
國家利益，而雙輸局面是廣大美國人民和有識之
士所不願看到的，特朗普總統將越來越理解中美
關係的極端重要性。

特朗普對華釋善意 望謹慎行事免雙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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