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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洩私憤

東涌擴展 中九龍幹線 公務員加薪等未及表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反對派
拉布下，立法會在休會前最後一次財委會
會議未能完成審議多項公務工程及基建撥
款項目，令工程被迫剎停。建造業總工會
理事長周聯僑對反對派將工程與政治綑綁
感到憤怒，擔心新項目未能如期推展，業
界將飯碗不保。他會與建造業大聯盟商討
稍後的抗爭行動及對策，並呼籲從業員及
家屬在未來的立法會補選中表態，「投票
給幫到他們的人。」

周聯僑：工人無工開最慘
在反對派拉布下，東涌新市鎮擴展、沙
嶺墳場興建骨灰安置所、火葬場及相關基
礎設施工程、中九龍幹線主要工程及油麻

地重置上海街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
位工程的撥款均未獲通過，要待立法會10
月復會後再討論，令工程開展無期。
周聯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對工

程撥款未獲通過感到憤怒，並相信會對前
期工程影響最深，任職規劃及顧問等人士
將首當其衝，加上港鐵、港珠澳大橋及蓮
塘口岸等工程將竣工，憂從業員更難找到
工作。目前，有不少中小型的工程公司
「無飯開」，「老闆無工開一兩年不會
死，但工人無工開就很慘。」
他續指，是次有關填海及收地工程的撥

款未獲通過，項目將受到拖延，反對派此
舉無疑是無視、忽視30萬公屋輪候冊市民
的福祉。自己稍後與建造業大聯盟商討稍

後的抗爭行動及對策，並呼籲從業員及家
屬看清誰人真正幫助業界發展，並在未來
的立法會補選中表態。

業者轉行令將來人手短缺
香港水泥建築業職工會會長范佐文也

指，鐵器、木工、紮鐵及泥水等工人已有
開工不足的情況，「建造業早兩年很蓬
勃，現在卻很靜。」拉布同時影響工人的
薪金，令他們很惆悵，以往工資可超越工
會建議的水平，現在市價僅貼近工會價，
而部分師傅因工程減少而退下火線或轉
行，但工程終有日要再開展，擔心將來會
出現勞工短缺的情況。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陳健碩指，近年

立法會已經常出現拉布，但今年情況較為
特別，立法會未能正常運作審議撥款，令
不少工程撥款未獲通過，對業界生計影響
甚大，從專業工程師角度，對一些負責前
期工程包括設計及探土的人影響最大。
他指出，不少大型工程在這兩年內完

工，正值空檔期，從業員正尋找工作，工
程撥款繼續受到拖延，出現斷層，從業員
或因沒有工程而轉行，如有部分工程師將
轉行至金融等業務，「一去不回頭」，令
業界流失人才。
同時，拉布等情況亦影響工程的材料及

機械的運用，他舉例指，工務工程剩下的
填料本可用作填海之用，但因工程未能配
合，填料將白白浪費，增加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未獲財委會通過的東涌新市鎮擴
展工程撥款，涉及填海造地130
公頃，約121公頃會用作提供約
40,800個資助和私營房屋單位，
其中25,700個為資助房屋單位。
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昨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對
工程項目未獲通過感到相當失
望，希望反對派議員高抬貴手，
理性討論問題，讓有利民生的議
案通過。
文裕明指出，公屋一般申請的

平均輪候時間，由去年12月4.7年
的新高，些微回落至今年3月底的
4.6年，若區內資助房屋項目可如
期推出，有望騰空公屋單位促進
流轉，今次項目受拉布影響未獲
通過，估計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將
超過5年。
他認為，拉布情況在短期內難

有改善，但他仍希望反對派議員
高抬貴手，理性討論問題，讓有
利民生的議案通過。

輪候公屋人數愈多時間更長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柯創盛表示，對於東涌新市鎮擴展工程
項目因反對派拉布未能如期獲財委會通過，
感到十分憤怒。他指出，現時公屋輪候人數
愈來愈多，輪候時間亦不斷上升，今次卻因
為政治角力犧牲市民大眾利益，令項目無法
通過，擔心立法會復會後會出現變數，若反
對派繼續拉布，不僅是這個項目，更可能影
響其他工程項目。
他續說，東涌新市鎮擴展、觀塘基本污
水處理廠改善工程等，都是市民可以受惠
的措施，但反對派議員不顧對民生的影
響，肆意在立法會財委會拉布，更集體在
會議室叫囂，到會議最後幾分鐘仍在橫蠻
要求休會，視市民為政治籌碼，他對此予
以強烈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溫仲綺）受
反對派拉布影響，立法會財委會昨日仍有多
項民生議題未獲通過，需留待下個會期續
議，包括2017/2018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政府人員協會、香
港海關人員總會均表示失望，批評反對派拉
布阻民生項目通過，打擊公務員士氣。有立
法會議員表示，資助機構員工更慘，因他們
的薪酬不似公務員般有追溯期，就等於白白
損失數月薪金的加幅，對他們尤其不公平。

連受助機構近40萬人遲加薪
香港有17萬公務員，加上參考公務員加

薪來調整薪酬的受資助機構有接近20萬員
工，近40萬市民會受是次加薪未獲財委會
通過所影響。
是次薪酬調整建議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的

公務員均加薪2.94%。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
會總幹事梁籌庭表示，公務員薪酬調整並無
太大爭議，公務員亦一向政治中立，卻因為
今次立法會中的政治角力而受累，尤以基層
公務員最為失望，「怨言就一定有，打工仔
梗係緊張自己的人工。」
他指出，雖然薪酬調整設有追溯期，但

暑假期間，不少公務員家長需為子女付書
簿雜費，這筆款項可望紓緩基層公務員的
經濟壓力。即使薪酬調整日後獲通過，資
助機構不設追溯期，較公務員受害更深，
希望議員多體諒僱員情況。
政府人員協會晚上發表聲明，對薪酬調

整受立法會部分議員拉布影響，未獲通過
表示極度遺憾和失望。
協會指，除公務員受影響外，其他受資

助機構員工、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加薪亦

被拖延，影響層面廣泛，促請財委會必須
以關注民生議題、公務員士氣為宗旨，在
立法會復會時盡快通過薪酬調整，讓公務
員和相關市民應得薪酬獲早日發放。
香港海關人員總會會長陳志光表示，香港

十多萬名公務員的工作與市民息息相關，薪
酬調整未獲通過，對海關人員，以至其他公
務員的士氣「絕對有打擊」，他對此感到憤
怒。他不滿反對派為政治目的以拉布阻止薪
酬調整通過，質疑他們雖為民選卻為反而
反，沒有為民請命改善民生。

教聯會：影響教師薪酬調整
教聯會也指，本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撥

款仍未通過，直接影響數萬名按公務員總
薪級表支薪的同工，打擊業界士氣，並促
請立法會議員在10月復會後，盡快通過撥

款，也希望議員能放下政治歧見，專注推
動本港教育的發展。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指，4名被法庭裁定喪
失議員資格的人，早前干擾會議進行，無
視大眾利益，因政治訴求而拖延會議，連
日來令校長、教師及學生感到憂心，應予
以譴責。同時，公務員薪酬調整撥款未能
在昨日獲得通過，亦影響教師薪酬調整。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社會百

物騰貴，很多低薪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
均期望加薪，但反對派為了政治宣示，導
致財委會未能通過民生議案，犧牲一眾資
助機構員工的福利。
他指，即使10月開會通過有關項目，對

資助機構部分員工而言，其薪酬不似公務
員可設追溯，等於損失數月薪金的加幅，
對他們尤其不公平。
他批評反對派早於本月14日及15日迫

使財委會休會，浪費寶貴的時間，今次繼
續虛耗時間，感到十分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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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公務員工會失望：打擊士氣

財委會昨日舉行 4節共 8小時會
議，為教育新資源、3間醫院的

建設及公務員加薪等8項撥款申請作
最後衝刺。首節會議甫開始，「自決
派」朱凱廸即提出規程問題，聲稱被
法院取消議員資格（DQ）的梁國
雄、羅冠聰、劉小麗及姚松炎為何不
能開會議。

多人違規站立擾會議秩序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回應指，上周會
議已花時間處理宣誓案事宜，並預警
如再有議員提出與議程無關的事宜，
就會要求議員離開會議室。
朱凱廸其後與工黨張超雄、「人民
力量」陳志全及「香港本土」毛孟靜
站立抗議，獨立建制派謝偉俊引用
《財委會會議程序》，指議員應坐下
參與會議，陳健波勸喻不果，宣佈暫
停會議5分鐘。
會議重開後，張超雄仍拒絕坐下，
陳健波向張發最後警告，會議再暫停
約5分鐘。張其後堅持站立，陳以行為
極不檢點為由要求張離開會議室。在
第二節會議，張超雄獲准參與，但仍
與多名反對派議員站立，陳健波以無
人投訴及控制會議時間為由，沒有再
要求眾人坐下。
反對派期間重複發言，更多次將撥款
與宣誓案扯上關係，陳健波最後在第三
節會議「劃線」，只容許議員作最後一
輪3分鐘發言，並舉例指反對派單就自
資院校學士學生每年3萬元資助應否擴
展，已發言46次，內容大量重複。

教育新資源等3議程通過
最後一節會議先處理21項根據財委會
會議程序第三十七A條提出的臨時動議，
最後趕及於會議結束前半小時完成表決，
之後表決教育新資源撥款，撥款以43票
贊成、3票反對、6票棄權獲通過。

當陳健波宣佈處理下一項撥款後，朱
凱廸、陳志全、毛孟靜及民主黨許智峯
隨即拿出橫額，走到主席台示威，並大
叫「釋法可恥，DQ可恥，還我議員」
等口號，陳健波勸喻不果後驅逐4人離
場，並宣佈暫停會議，之後決定會議
改到會議廳繼續，加時15分鐘。
會議轉場繼續後，先通過在運房局

開設一個非公務員職位，領導獨立民
航意外調查機構，再通過屯門醫院手
術室大樓擴建計劃、啟德發展區興建
新急症醫院以及威爾斯醫院重建計劃
第二期的撥款。張超雄其後再發難動
議休會，被陳健波拒絕。「專業議
政」邵家臻接力動議休會遭拒，與張
超雄及多名反對派議員衝前抗議。
其間，財委會再通過改建前法國外

方傳道會大樓，及5個水務工程等撥
款，但擴展東涌新市鎮、興建中九龍
幹線及公務員加薪等5項撥款，就未能

在死線前表決。

中九龍幹線延1年增費20億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對財委會未

能通過中九龍幹線及其他撥款的申請
感到非常失望，尤其是原定於今年第
三季展開工程的中九龍幹線，無法盡
快達到減低交通阻塞、節省每年30億
元社會成本等的效益，而工程延遲預
計更令項目的總預算每年增加20億元
的經費。
被問及撥款未能如期通過的責任問

題，陳帆說：「我相信大家有留意今
（昨）日議會的過程，相信以普通人
的智慧都可以判斷責任誰屬的，我個
人不予置評。」
反對派則將責任推向政府，令4名議
員被DQ，更要特首林鄭月娥在暑假內
解決宣誓風波，否則立法會將持續不
穩定狀況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舉行休會前最後

一次會議，反對派因不滿宣誓案判決

而大肆拉布，更一度衝出主席台示

威，令會議多次暫停。眾所關注的36

億元教育新資源撥款最終有驚無險以

43票獲通過，惟擴展東涌新市鎮、興

建中九龍幹線及公務員加薪等撥款就

未能及時表決，要在今年10月復會

後重新排隊，即意味東涌新增的

25,700個資助房屋單位落成無期，40

萬名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調

整受到影響，而中九龍幹線延遲動

工，每年將浪費20億元公帑。

財委會昨日議程通過情況
通過情況 項目 直接受影響對象

36億元新增教育資源撥款
逾3,200名教師、逾千名資訊科技及專職醫療
人員、3.9萬名學生

運房局開設一個總調查主任職位 該名主任職責為領導獨立民航意外調查機構

多項小型工務工程撥款
（包括3醫院擴建及重建計劃）

東涌新市鎮擴展

沙嶺墳場興建骨灰安置所、
火葬場及相關基礎設施工程

中九龍幹線主要工程

油麻地重置上海街垃圾收集站及
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工程

公務員薪酬調整
約17萬名公務員及所有按公務員薪酬作調整
的資助機構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相關文件和數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總共16個工務工程項目，總工程費用高達
760億元，涉及近萬個建造界職位，但昨日
只批了約100億元小型工務工程撥款

■■多名反對派議員衝擊主席台擾亂財多名反對派議員衝擊主席台擾亂財
會秩序會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反對派議員邵家臻等指罵建制派反對派議員邵家臻等指罵建制派
議員議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拉倒」5項撥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