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先生批評
拉布影響工程進
度，「當然反對
啦！」議會議而不
決，工人沒有工作
就沒有收入，他們
的家庭生活也會受
到影響。

■梁先生批評拉布
阻礙基建上馬，對香
港經濟造成很大影
響，工人就首當其
衝，擔心他們沒有錢
養家。他希望立法會
發揮應有功能：「快
快趣趣通過吧！」

■徐先生表示，自己
是建築工人，擔心立法
會拉布阻礙工程撥款而
影響生計，「之後就輪
到我無工開！」他狠
批：「不知拉布拉到幾
時！」希望大家以大局
為重，盡早通過。

■陳先生表示，香
港工程非常多，很多
需要立法會撥款通
過，現時有議員為搞
政治，拖延工程項目
通過，對建築界很不
公平，對經濟也造成
損害。圖、文：文森

經濟民生為重 市民盼莫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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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續喪拉 工程撥款無期
建制批漠視基層生計 張建宗：受累家庭以萬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工
務小組審議工作遭到反對派拉布，出現嚴
重滯後。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昨日指
出，工務小組審議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
款申請具迫切性及時效性，工程的停頓不
但意味工人「手停口停」同時會影響從事
前期工程研究的專業團體，影響廣泛，故
他日在申請提交至財委會時，他將會盡早
處理，並計劃下月加開會議，以處理有待

審批的撥款申請。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轄下的工務小組委

員會昨日審議逾124億元基本工程儲備基
金撥款申請，但因反對派阻撓仍未完成審
議。陳健波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有關
審議項目具處理迫切性及時效性。
他指出，有朋友曾向他透露，若相關

工程缺乏資金，工人就需要即時停工，
「手停口停」，加上本港有不少工程均需
進行前期研究，工程的停頓亦令從事前期
研究工作的專業團體或公司面臨工作量驟
減，又關注到有建築業工會反映若各項工
程停工，停工的工人可能會選擇至其他
「有工開的地方」，他日工人回流困難。

批部分議員只顧罵政府
陳健波指，當有關撥款申請獲工務小

組通過及提交至財委會時，他不排除會把

有關項目「排在前」。同時，財委會每年
已編排的會議時間一般只有約30小時，
目前已有逾40項需要審批的撥款申請有
待處理，早前單審批下屆問責官員薪酬調
整撥款已耗費10多小時，時間運用「不
成比例」，預計日後需要「不斷加鐘」，
故計劃於下月連續兩個周六各加開6小時
會議。
他認為，目前財委會的審議撥款時間

較過往為長，官員及議員均需要負上責
任。
他批評部分聲稱議案重要的議員不時

提出休會動議最浪費會議時間，因為
「（辯論）休會只是罵政府」而甚少提
問，行為與其聲稱關注不合，建議他們透
過書面提問或邀請官員到議員辦事處等其
他渠道追問，官員則應避免「遊花園」，
以免議員不停追問。

防工人「手停口停」主席擬下月加開會

立法會工務
小組昨日審議
基本工程儲備

基金整體撥款，最終因反對派繼續拉布而
未能表決，需留待下次處理。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昨日在網誌指出，該撥款申請涉及
不少小工程，但其意義重大，一旦未獲撥
款，公共服務以至道路交通將會受到波
及，更擔憂有關行業的打工仔會因而「手
停口停」，影響數以萬計家庭的生活。

張建宗：18區利民工程等撥款
張建宗在網誌中介紹，「香港好．易

行」計劃旨在締造舒適方便的步行環境，

其中「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為現有或新建
的公共行人通道設置升降機，方便市民上
落，他與許多市民同樣受惠，而該計劃更
會繼續推展遍佈18區約160個項目。
他續說，政府每年都會為這些小規模工

程，向立法會財委會在「基本工程儲備基
金」整體撥款項目下申請一筆過撥款，而
該撥款可讓財委會專注審批較重要及工程
費用較高的項目，以提高效率。政府亦可
以更有效地開展基本工程項目的前期研
究、設計，及進行規模較小的地區工程，
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
張建宗指，政府今年向財委會申請基本

工程儲備基金一筆過撥款，就為逾9,000

個正在進行及建議開展的項目撥款，包括
遍及全港18區的「人人暢道通行計劃」、
改善新界鄉郊的小型工程、學校和公共設
施、地區建設和維修工程等多個民生工
程，他希望議員繼續支持行之有效的整體
撥款安排，為市民謀求福祉。

未獲批損公共服務安全
他強調，明白個別議員對部分工程仍有

意見，特別是一些前期可行性研究工作，
並解釋這些前期工作旨在協助政府考慮應
否和如何推展某項基本工程，及日後向財
委會提供資料以考慮該工程的撥款申請，
並不會影響財委會將來就有關工程所作的

決定。
張建宗表示，政府會一直積極回應議員

提出的問題，提供詳細的資料及數據供議
員參考，致力釋除疑慮，尋求共識，又形
容這些工程雖小惟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他續說，一旦未獲撥款，公共服務、公

眾安全，甚至道路交通都會受到波及，更
擔心正在為逾8,000項工程施工的打工仔
生計或會「手停口停」，屆時數以萬計家
庭的生活將大受影響。
他強調，身為香港的一分子，自己和許

多香港人都希望這些與市民每日生活攸關
的民生工程，都能夠早日獲得撥款，可以
順利進行。 ■記者 文森

憂損打工仔飯碗 籲議員速放行

工務小組昨日加開兩節、合共8小時審
議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涉及

9,400多項政府工程，其中有8,000多項正
在進行中，包括學校及斜坡維修等。會議
開始不久，反對派議員朱凱廸即聲稱申請
中連同橫洲發展工程在內共26個爭議較大
的項目，應該抽起個別審慎討論，又稱橫
洲有不少露天貨倉，不明政府為何不徵收
有關土地，卻要居民迫遷云云。

撥款前期工程 無損主工程審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劉震解釋，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為大型工程作前期工
作，為政府在工程展開前提供專業支援及
客觀評估，有關工作是有必要的，而目前
有24個工務項目正在進行，其中21個項目
已與承建商簽署合約，不可能中止。
他續指，若立法會通過整體撥款，政府
僅作前期工程開支之用，日後大型工程展
開時，政府需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希望
議員不要將申請前期工程與申請主體工程
混淆，並重申議員將來仍有權審議主體工
程撥款，認為該機制行之有效。
反對派九龍西議員劉小麗在發言時聲
稱，政府經常使用這些「招數」，以「與
人簽約」為由，藉此「挾持」議員要通過
撥款。其他反對派議員繼續重複發言，令
撥款一直未能表決。

蔣麗芸何君堯批狂拉為賭氣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批評反對派粗暴地強
行拉布，猶如「強暴」議會，並質問道：
「這些叫民主嗎？」
新界西議員何君堯亦批評反對派採取的
是「玉石俱焚」的消極態度，只詢問無意
義的問題，為拉布而鬥氣，最終只會令各
方都輸。

盧偉國劃線 長毛「阻到底」
下午，工務小組主席盧偉國為議員發言
劃線，進入審理處理臨時修訂程序，但反
對派議員朱凱廸以官員未能回應議員有關
橫洲發展計劃的質疑，提出「休會動
議」，其後以22票反對、14票贊成及1票
棄權而遭否決。
社民連議員梁國雄隨後聲言，當局若不
能與議員縮窄分歧，即使議案日後提交財
委會審理「都會有排搞」，稱一定會義無
反顧「問到底，阻到底」，更隨即提出
「中止待續」，最後同被否決。

開會8句鐘 尚有多項修訂
工務小組隨即處理由反對派議員提出的
30多項臨時動議，結果到傍晚6時會議結
束時，開會8小時尚有多項臨時修訂動議
未處理。下周三再審議有關撥款。
馬紹祥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時表示，政
府將會推動不同大型基建項目，預計未來
10年，每年的工程開支總額超過2,400億
元。他認為建造業界應把握「一帶一路」
機遇，利用創新科技提升生產力及競爭
力，然而指政府縱有鴻圖大計，在落實長
遠發展策略時，必須爭取立法會支持及批
准撥款，以進行各項正在規劃中的工務工
程項目。
馬紹祥指出，政府近年的撥款申請，受
到立法會議員的拉布阻延，令工程成本上
升，對建造業的發展帶來衝擊，更影響建
造業人員的工作機會以及發展前途。特區
政府會繼續與議員理性溝通，希望議員諒
解政府在各項撥款申請上的安排。
出席同一活動的陳家駒批評反對派議員
在財委會、工務小組會議中瘋狂拉布，質
疑反對派議員：「無限期拉布，這究竟是
否對香港好呢？」
他強調，建造業是「社會建設者，並非
破壞者」，並呼籲社會「應該以負責任態
度建設香港、愛護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

會工務小組昨日第四次舉行會議，

繼續審議涉及124億元的基本工程

儲備基金整體撥款。反對派議員聲

稱不滿橫洲發展計劃前期工程開支

與撥款綑綁，先後提出「休會動

議」及「中止待續」拉布，結果開

會8小時仍未能表決。建制派議員

批評反對派漠視建造業基層打工仔

及其家人的生計，更會影響維修電

梯以至斜坡等各項民生工程。發展

局局長馬紹祥及建造業議會主席陳

家駒批評，反對派拉布將影響建造

業工人的生計。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更估計受累家庭以萬計。（見另稿）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
會理應討論工程細節，
竟然變成「課室」？反

對派議員「香港本土」毛孟靜為了拉布，
拖長發問時間，借落馬洲河套區環評報告
驗出化學元素「砷」向官員至少6次詢問化
學問題：「『砷』是否山埃嗰類嘢來
的？」要求官員解答何謂「砷」。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對此表示不滿，並批評
她故意浪費議會時間。
毛孟靜昨日會上多次提問圍繞「砷」的
問題，稱擔心其含有毒素、危害前線除污
人員的健康，又形容這是「生化工程」
等，「報告話含『砷』的土地有5萬立方
米，我一時間好難有個形象，5萬立方米有
幾多，聽落就好多……咁我的生物及化學
知識又非常平平。」
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盧偉國回應指，香
港做重金屬除污有相當經驗，過去啟德機
場也做過，是經常會處理的工程問題。不
過，毛孟靜其後一再提出「化學問題」，
何啟明席間忍不住批評對方不斷問的問題
是在浪費時間。他說，「砷」是化學元素
存在於土壤之中，落馬洲河套存在彎位，
彎位有泥土滯留十分正常，並要求對方下
次開會可以先行查資料，而非將議事廳變
成化學堂。 ■記者 文森

何啟明答砷KO「生化毛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建造業議
會舉辦首屆「香港建造－青年高峰
會」，討論經濟、科技及社會三個主
題。發展局局長馬紹祥致辭時，鼓勵席
上建造業界年輕專業人士，享有「一國
兩制」、CEPA等獨特優勢，應該抓緊
國家「一帶一路」機遇「走出去」。他
指本月底會率領專業服務業工作小組前
往柬埔寨和印尼訪問，探討香港公司與
當地公司合作發展基建和其他項目可行
性。
馬紹祥表示，發展局致力協助建造業

界開拓內地及國際市場。2015年11月，
發展局與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在銀川市合
辦兩地建築論壇，並以「一帶一路合作

共贏」為主題，讓業界加深與內地同業
聯繫，尋找合作機會。同年10月，發展
局帶領香港代表團訪問緬甸仰光，與有
關單位就城市規劃及基礎建設交換意
見，共拓商機。
他續指，發展局接着在2016年3月與

香港五個專業團體到北京訪問及考察，
拜會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外交部和
商務部，就專業服務在廣東和內地其他
省市發展情況、香港參與國家援外項目
以及「一帶一路」為香港專業界帶來的
機遇進行交流。

馬紹祥籲善用創科提升競爭力
馬紹祥表示，除了要把握機遇，亦要

裝備自己，建議善用創新科技提升香港
建造業競爭力。
他指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政府致力在

明年起的基本工程項目中，規定承辦設
計或負責項目的顧問公司及承建商，採
用建築訊息模型（BIM）技術，盡量減
少建造過程中的變更，同時減低風險及
項目成本。
另外，建造業議會建造業創新及科技

應用中心，將於今年下半年投入服務，
為業界提供平台，引進創新科技提升生
產力。同時，發展局正與創新及科技局
合作，在多項研究和發展項目進行試驗
計劃以加強工地安全，及提升工務工程
項目表現和成本效益。

建造業迎「帶路」助青年「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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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認為工程雖小惟意張建宗認為工程雖小惟意
義重大義重大，，一旦未獲撥款一旦未獲撥款，，公公
共服務以至道路交通亦會受共服務以至道路交通亦會受
波及波及。。 網誌圖片網誌圖片

■陳健波計
劃下月加開
會議，以處
理有待審批
的 撥 款 申
請。

■何君堯 資料圖片 ■陳家駒 資料圖片■盧偉國 資料圖片■蔣麗芸 資料圖片■馬紹祥

2月18日(第17/020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2月21日

頭獎：—
二獎：$732,060 （3注中）
三獎：$48,600 （120.5注中）
多寶：$30,15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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