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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拉近萬工程 阻逾百億撥款
反對派罔顧民生 馬紹祥：勢影響數萬工人生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議員瘋狂拉布，令立

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的9,400多個項目、共124億元的基

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一直無法提交財務委員會表決。在昨日工

務小組會議上，反對派爭拗要剔走包括橫洲發展等「有爭議

性」項目，更提出休會動議，結果會議結束後一個項目都未獲

通過。發展局局長馬紹祥指，有關撥款涉及新項目和已啟動的

項目，倘未能在4月1日前獲得撥款，政府可能要被迫違約或

「拖數」，不但會影響承建商，更會影響數以萬計的員工的生

計。他希望議員以同理心去看待民生的需要，考慮有關的撥款

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工聯會建
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對立法會拉布表
示憤怒及憂心，指其中涉及大量斜坡工
程，雨季將臨，勢危及公眾安全。他續
說，4月1日限期一過，大批進行中的工程
將立刻停工，直接影響逾萬名工人家庭生
計，大批中小企因資金周轉不靈而被迫停
業。
他呼籲並懇求反對派議員勿再將政治目的
綑綁民生工程，勿再為他們代表的小眾利益
而損害建造業工人及其家人生計、損害全港
700萬市民的利益。

周聯僑：雨季臨 斜坡危
周聯僑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該

9,000項小型工程包括逾1,000個斜坡維護，
其中逾300個斜坡已去除外層，要進行打釘
加固、灌注水泥等工程，「4月1日前若撥
款仍未通過，港府將無錢支付後續工程款，
所有進行中的工程均會因違約而停工。雨季
將臨，這些危險斜坡都會成為定時炸彈，嚴
重威脅市民安全，這些嚴重後果由誰承
擔？」
他續說，工程還包括大批政府辦公場所

維護、馬路維護、水務工程、學校門前過
馬路設施等公務及民生項目，受影響市民
難以估算，「這批撥款中77項大型政府工
程項目的顧問合約，是反對派阻撓目標之
一。試問沒有這些顧問合約對這些大型工
程進行可行性研究和工程款評估，讓港府
決策層判斷工程是否可行，香港如何繼續
發展？」
周聯僑怒斥反對派政客固然要為自己的數

萬名選民表達政見，但絕對不應綑綁民生工
程，將小眾利益凌駕於全體市民利益之上。
建造業以土地生產總值的4%來維持8%總就

業人口生計，45萬名業界人員加上家人逾百
萬市民的生活，卻因反對派議員的人為因素
受損，「現時由於議員們的因素造成開工不
足，等最後被迫『放閘』大批通過這些必需
工程時，業界又無力承受，引致人為性工程
款暴漲，浪費大量公帑。」

勿逼業界大示威大罷工
他續說，建造業已屢次約見反對派議員，

苦口婆心好話說盡，但基本工程撥款依然受
阻撓。若待到4月1日還未能通過撥款，數
十萬生計受損的工人們的不排除發起全港大

示威以表達憤怒，包括全港工程大罷工，希
望反對派議員不要逼迫業界走到這一步，並
呼籲他們實事求是，公事公辦，別再為政治
私利阻撓香港正常發展。

伍新華：苦果現 裁百人
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表示，在

反對派無理拉布下，建造業工程量比應有
的工程量下降一半，苦果已初步顯現，導
致數以百計的裁員，「本來香港未來10年
至15年有充足的大型工程，業界為此以貸
款方式購入以千萬元計的大型機械，再這
樣拉布下去，不少承包商只能申請破產。
請這些議員別再說那麼多理想，完全是騙
人！長此以往，香港玩完，請議員自
重！」

建造業籲勿用政治綑綁民生

工務小組委員會昨晨繼續審議
124億元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

款，多名反對派議員稱橫洲工程、
觀塘音樂噴泉等26項「有爭議」項
目，不應與其他項目綑綁討論。
民主黨議員林卓廷聲稱，立法會
不是「橡皮圖章」，即使部分項目
已獲區議會通過，如觀塘興建噴水
池等，但立法會不等如要做「橡皮
圖章」，一開會就通過撥款。
新界西議員朱凱廸更提出了休會
動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蔡雪蓉在會上指出，倘有關撥款
在4月1日前仍未獲財委會通過，很
多正在進行的工程或要停工，同時
無法展開新工程，涉及學校、斜坡
維修等工程，或會影響中小企周轉
及中小企僱員的生計。

建制促剪布 直接交財會
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工聯會議員
麥美娟等均反對抽出項目再議，更
擔心拉布會影響會議進度，令工程
停工。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直指，議員需
要衡量輕重作抉擇，部分項目原本
已經可以開展，但因立法會扭曲及
拉布，令工程蹉跎歲月，要求主席
剪布，或直接將申請交給財委會處

理。

朱凱廸聲言「咬住唔放」
在反對派拉布下，是次會議連休

會動議也未完成討論已「夠鐘」。
委員會主席盧偉國在會後對反對派
議員多次提出休會表示遺憾，並批
評他們在會上動議休會漸成常態，
導致會上耗用過多時間討論是否休
會。委員已就項目討論了5個小時，
加上委員會仍有40多個項目需要進
行審批，工作進度緩慢，故他決定
在周六加開會議節數，可望屆時能
夠表決。不過，朱凱廸等已聲言他
們會繼續「咬住唔放」。

承建商或3月中「停工」
馬紹祥指，欠缺整體撥款，一旦

出現路陷將難以修復整個路面以重
開道路，進行中的斜坡維修工作亦
可能迫於無奈要停工，將影響民
生、交通，甚至帶來生命危險。由
於一旦未能在4月1日前獲得撥款，
政府可能要被迫違約或出現「拖
數」的情況，部分承建商已表達了
擔憂和掛慮，更可能會在3月中或3
月底需要開始拒絕執行一些工程指
令，將影響日常維修和其他工作。
他希望議員考慮公眾需要，在工務
小組中考慮整體撥款的情況。

立法會工務小組
委員會昨日再審議
涉及逾 9,400 個項

目、共124億元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
反對派議員繼續拉布。不少市民感到不滿，
指今屆立法會拉布較以往嚴重，反對派議員
「逢政府必反」，擔心工程延期及超支。
的士司機范先生表示，現屆立法會拉布

情況較以往嚴重，影響基建及房屋發展。他
批評部分議員不分是非黑白，只為與政府
「鬥氣」，每逢政府推出的項目均反對，令
工程項目超支。他擔心下星期的財政預算案
也會出現同樣情況，盼立法會主席果斷剪
布，讓撥款早日獲通過。
74歲的陳先生批評反對派議員自私，
「搞搞震」，對其他港人不公。自己從媒體
上看到議員攪局的畫面會不開心，領着高薪
卻不做實事，浪費納稅人資源，「（他們）
收這麼高薪水，擲兩吓東西就可以下班。」

他建議當局立例規定拉布3次以上的議員，
即被取消議員資格。
布先生不時在新聞看見議會拉布，他形

容「見到都激氣」，強調拉布不但導致工程
超支，更令政府施政困難、政策未能落實，
長遠阻礙政府發展。事實上，過往有不少福
利政策因而受影響，擔心財政預算案亦會面
對拉布，影響政府運作及福利措施。
他批評部分反對派議員未能盡責為市民

服務，「一個月人工幾萬元，擲幾吓就收
工，有冇搞錯！」他坦言，對民選議員感到
失望，希望下屆行政長官能想辦法，以強硬
手法處理拉布問題。
吳太太批評拉布阻礙香港發展，對民生
有一定影響。她認為，反對派只因不滿行政
長官而拉布，是對人不對事，「我希望即使
持不同政見、不同政治立場的議員能以理性
方式解決問題，讓立法會恢復和諧。」

■記者文森

市民好激氣 促果斷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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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先生 文森攝 ■吳太 文森攝■陳先生 文森攝 ■布先生 文森攝

受拉布影響工程項目（部分）
■南港島線（東段）─主要基建工程

■沙田至中環線─鐵路建造工程─前期工
程

■東涌第一百零八區一所為輕度、中度及
嚴重智障兒童而設的特殊學校

■屯門醫院手術室大樓擴建計劃

■在啟德發展區興建新急症全科醫院

■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第一階段設計及建造

■威爾斯親王醫院重建計劃第二期（第一
階段）

■前堅尼地城焚化爐、屠房及毗鄰用地土
地除污工程

■重建位於中半山波老道20號的港島中
學

■東涌食水供應系統提升工程

■大埔第九區和頌雅路公營房屋發展之工
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

■東涌第五十四區公營房屋發展之基礎設
施工程

■將軍澳第六十五C2區的服務設施大樓

■沙田馬鞍山道路改善工程

■東涌新市鎮擴展

■毗鄰安達臣道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地區
休憩用地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

■元朗錦田南發展計劃工地平整和基礎建
設工程─前期工程

■觀塘曉明街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工
程

■葵涌大窩口道至禾塘咀街升降機及行人
通道系統

■■立法會工務小組昨日會議一個立法會工務小組昨日會議一個
項目都未獲通過項目都未獲通過。。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昨日繼續審議124
億元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多名反對派議
員提出要抽起「具爭議性」的項目，又多次
提出休會動議，導致議案到會議結束時仍未
能表決。此次撥款涉及9400多個項目，與
市民生活和中小企的生計息息相關，若未能
如期批出撥款，多個項目被迫停工，承建項
目的中小企可能被逼上絕路，影響數以萬計
打工仔生計。反對派議員以「為民」作為藉
口大肆拉布，自詡站在政治道德高地，卻罔
顧市民生計和企業發展，廣大市民定會看清
拉布議員的虛偽。相關委員會主席應果斷剪
布，保障香港和市民大眾利益。

拉布神憎鬼厭，反對派議員當然不承認
他們刻意拉布，反指是政府迫他們處於「手
心是肉、手背是肉」的兩難境地。這是為拉
布製造借口，美化拉布。例如朱凱廸不滿意
撥款涉及橫洲發展計劃，有關部門已多次解
釋，目前審議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只是用
於橫洲發展的前期項目，主體工程的撥款會
分開處理。又例如民主黨林卓廷提出的觀塘
噴水池爭議，該項目在區議會已經通過，如
果立法會連這些細小的社區項目都要抽出來
逐項處理，香港真是寸步難行。反對派以兩
三個所謂有爭議項目為理由，阻住9000多
個項目通過，這是否刻意拉布，是真的為民
謀利，還是阻民發達，市民一目了然。

工務小組委員會本年度只有17次會議共

約34小時，卻要處理43個議案，時間本來
非常緊迫。而本立法會期至今只通過1個項
目，史無前例。但反對派毫無緊迫感，多次
提出休會動議，單是為爭拗應否休會已浪費
大量時間。反對派竭力拖延時間，一點也不
關心項目能否通過。如果有關工程撥款被拖
延，定必令工程費用上升，不僅要由納稅人
埋單，而且令承建項目的中小企資金周轉不
靈，被迫停工，不能出糧，問題相當嚴峻。
建造業大聯盟上周才開記者會，表示現時進
行的項目大部分在未來一兩年完成，如果立
法會拖延新項目的通過，造成工程青黃不
接，40萬建造業從業員的生計將成問題，受
害的是普羅打工仔。反對派議員在工務小組
拉布，中小企、基層勞工都成為受害者。

本屆立法會開鑼以來，拉布無日無之，反
對派置經濟民生發展於不顧，口口聲聲為民
發聲、監督施政，實際罔顧市民生計和中小
企的生存。特首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後指
出，香港已輸了很多時間，不能再輸下去。
政府只爭朝夕推動發展，反對派卻肆意拉
布，香港只能繼續虛耗蹉跎。奉勸反對派議
員不要做口講為民、實際害民的事，放香港
一條生路。而對付拉布最好的辦法，就是果
斷剪布，這是最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的行
動，肯定得到主流民意的歡迎和支持，委員
會主席應大膽出手，莫讓拉布氾濫誤港禍
民。

拉布政客以「為民」藉口傷害市民
香港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聯合發佈的研究報告顯

示，香港和深圳的初次創業企業近年來大幅增加兩
倍以上，而深圳初創企業及科技行業數量明顯領先
香港，箇中重要原因在於深圳市政府大力提倡和給
予資金支持。有關研究專家表示，這些數據反映深
圳作為內地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龍頭，很多方面已經
領先香港；香港應進一步發揮國際金融中心以及與
全球聯通的優勢，利用現代服務業的支援，與深圳
加強合作，為香港創業者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空
間，也為金融投資者提供可以帶來豐富回報的新投
資機會。

香港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昨天聯合發佈「全球創業
觀察（GEM）香港及深圳研究報告2016－17」，統
計了兩地初創企業情況，並訪問了逾2,000名兩地年
輕人，結果顯示與2009年同類調查相比，本港初創
企業增長206%，深圳初創企業增長284%。已擁有
一定規模的初創企業香港增長 109%，深圳增長
389%。這些數據反映出兩地的創業活動發展迅猛，
參與創業活動已經成為兩地年輕人的潮流。這是一個
喜人的現象。近年來，中國經濟雖然繼續面臨着調整
和下行壓力，但在國家大力推動供給側改革，積極擴
大內需，切實有效地減輕企業稅費負擔等宏觀經濟政
策環境之下，整體經濟依然會保持6-7%左右的增
長。與香港毗鄰的深圳，增長的速度更高，創業的空
間更大，初創企業的數量和涉及到的行業都明顯高於
香港。

目前，部分香港青年已經看到這一趨勢，不少有志
者紛紛到深圳建立企業，利用香港與世界相連接的商

業網絡大展身手。其中最典型的成功個案之一，就是
「大疆」無人機企業，創辦人汪滔在香港的大學畢業
後，到深圳創業，利用深圳良好的科技創業環境和產
業鏈優勢，再結合香港的創意和與世界密切聯繫的網
絡，從小到大，發奮創業，發展成為世界領先的無人
機公司，年銷售收入10多億美元。這個案例充分說
明，初創企業如能成功結合並善用兩地優勢，獲得成
功的幾率就大大提高。金融界如能把資金投入到這樣
的領域企業，就一定能夠獲得豐厚回報。

該項研究報告還顯示，深圳市政府的大力倡導和資
金直接支持，是令深圳初創企業領先於香港的重要原
因之一，這一點很值得香港特區政府參考。事實上，
要鼓勵創業，除了投資環境及發展空間之外，政府的
倡導和實質性支援，對於只有創意而缺乏創業資本的
初創企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本屆香港特區政府雖
然很重視創新與科技發展，也成立了50億元的創科基
金，但如何將這些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依然在艱難
的摸索階段，需要借鑒深圳和其他發展良好的國家及
地區的經驗，讓香港的創新企業得到更好的支援和發
展。

深圳和香港目前已經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經濟體，深
圳作為內地高科技產業龍頭，人才匯聚，空間廣闊，
前海更成為努力與國際接軌的現代服務業試驗區；而
香港依然具有國際金融中心和現代服務業的優勢，有
意創業的香港青年人應善於將港深兩地的優勢結合起
來，香港特區政府也應採取積極有為的做法，為兩地
初創企業的合作搭建更好平台及提供更多支援，實現
兩地企業合作互補，達至雙贏。

善用港深產業優勢 初創企業合作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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