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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山建醫院 反對派拖後腿

2018年6月24日（星期日）

大橋天幕滲水
路署：不礙運作

港醫療需要。古物諮詢委員會日前開會討論該方案，不反對興建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路政署昨日證實，得
悉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旅檢大樓的天幕滲水，
承建商已開始修補工作，預料不會影響通車日期。署
理行政長官張建宗表示，旅檢大樓天幕在試驗期間大
雨發現滲水，正作出修補措施，對大橋運作不應該有
影響。
有傳媒取得多段短片，指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
島旅檢大樓天幕，每逢大雨都有六七個位置漏水，前
日黃雨期間，令大樓內出現積水，只能用水桶裝水。
大樓的工程總承建商為禮頓和俊和組成的聯營公司，
當中禮頓同負責多個政府工程項目，包括早前爆出剪
短鋼筋醜聞的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工程。

院，惟反對派及相關團體繼續以所謂「保育」及「文物帶完整性」

施工無結構問題 料如期通車

等理由，試圖「拖後腿」。各界人士認為，興建醫院符合本港未來

路政署昨日回覆查詢證實，得悉港珠澳大橋香港口
岸人工島旅檢大樓的天幕滲水，承建商已開始修補工
作，預料不會影響通車日期。
路政署表示，大樓天幕部分組件接縫口位滲水，涉事
的預制組件在內地製造，2017 年在香港口岸完成安
裝，現正驗收，強調天幕施工期間沒有出現結構問題。
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表示，旅檢大樓的天幕安裝好
後，在試驗期間大雨發現滲水，正作出修補措施，對
大橋運作不應該有影響，因為旅檢大樓的工程大致已
完成。
他表示，試驗時發現天幕漏水，正是試驗的目的，
一定會做足補救功夫，確保將來不會有同類事件發
生。

各界批漠視地區醫療需要 回帶「保育」病樹出事即失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香港聖公會提出在主教山建築群實行
寓保育於發展的計劃，將中環下亞厘畢道港中醫院舊址重建為 25 層
高的非牟利私營醫院，同時保留 3 幢一級歷史建築，以應付日後本

醫療需要，批評反對派不理會具體實際情況，未能體恤市民所需。
公會建築群屹立中環百多年，原
計劃重建 10 多幢建築，2011 年行
政會議同意修訂契約，以落實保育具社
會及宗教歷史價值建築的方案，包括一
級歷史建築會督府、聖保羅堂及教堂禮
賓樓，及二級歷史建築舊聖公會基恩小
學。

聖

無損歷史建築 料增293病床
聖公會考慮到原本位於中西區內的公
營醫院已遷往其他地區，而區內人口不
斷增加，提出一項寓保育於發展的計
劃，在支持文物保育同時，發展非牟利
私營醫院，擴展區內醫療服務，預計可
容納293張病床及12個手術室。
不過，反對派繼續將市民利益放在保
育的對立面，在會議前請願反對該計
劃。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聲言，私
營醫院的高度不合比例，有違保育之意
云云，中西區關注組召集人羅雅寧則
稱，計劃興建的醫院「規模太大」，破

壞文物地帶的完整性。

古諮會不反對興建
古物諮詢委員會日前開會討論該方
案，古諮會主席林筱魯在會後表示，委
員於會議中不反對興建醫院，但有委員
關注新建築會否太高，與舊建築未能協
調，建議考慮拆除該地段其他無評級的
歷史建築，騰空更多土地興建醫院，以
降低醫院高度。
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則強調，重
建項目不會影響主教山內 4 幢歷史建
築，而區內有需要增設醫院，會就古諮
會的意見再作討論。

陳勇：反對派不體恤市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不少市民均面對香港醫療
體系不足，缺乏醫院、醫生及床位的情
況，任何醫院的落成均有助保障市民健
康，切合市民的需要，惟反對派卻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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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恤市民所需，分不清什麼才是最重
要。
他以早前特區政府「斬病樹」為例，
指當時反對派不分輕重、大做文章，至
颱風天時樹倒下來，構成危險，他們卻
不見影蹤。
他強調，保育雖重要，但最需要保護
的是人，作為議員應為民着想，維護市
民利益。

王國興：計劃惠民保育兼顧
前立法會議員、「23 萬監察」發言人
王國興表示，支持聖公會興建非牟利私
營醫院，因為聖公會是香港歷史悠久的
宗教團體，一直對香港貢獻良多，而有

關計劃亦關乎公眾利益，改善本港醫療
服務，無可厚非是惠民之舉，同時保育
具歷史價值的建築。
他批評，反對派事事都「政治化」，
不理會具體實際情況，只是為反對而反
對，例如皇后碼頭事件，忽略香港市民
的需要，非香港之福，亦不被理性社會
所接受。

郭偉強關注建成後交通影響
工聯會港島區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則
指，必須謹慎研究相關計劃，及做好保
育方面的工作，確保歷史建築不受影
響，又關注到醫院建成後會否為附近的
交通及各方面構成影響。

工傷頂硬上 請十個走九個
支援服務職系員工主要包括
「病人服務助理」、「文職支援
助理」、以及「運作支援助
理」。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馮
權國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每年
兩次流感高峰期間，支援職系員
工與其他醫護人員一樣疲於奔
命 ，但人手並未有相應增加，
以致該些病房工友的工作量長期
超負荷，甚至曾有工友因為人手
不足，即使遇上工傷後仍要「頂
硬上」繼續工作，情況極不理
想。
協助員工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麥美娟表示，2016/2017 年度，
支援職系員工的取錄人數為
2,465 人 ， 但 流 失 的 人 手 高 達

2,111 人，「請十個走九個」 ，
清楚反映了目前的薪酬水平未能
留住人才，令人擔心倘情況未獲
改善，支援職系員工會持續流
失，甚至出現大規模離職潮，最
終影響醫院服務正常運作。

麥美娟促撤外判益正式員工
因應公立醫院長期人手不足，
醫管局將部分支援職系的服務外
判，麥美娟認為這並非解決之
道，特別是外判員工培訓不足，
不熟悉新工作環境，做很多事時
都要問舊人，例如不知道儀器擺
放的位置等。
她續說，由舊人帶新人是很
正常的，但不包括天天都會轉
場的新人，「與其要浪費時間
逐個教你，但你第二日又會
走，咁不如我自己做晒仲快過
慢慢教。」
麥美娟認為，外判服務不單會
麻煩到原有的員工，更會耽誤到
服務病人的時間，故建議政府把
撥作聘請外判的資金，改為增加
現有員工的薪酬，以此吸引人入
行，防止人手大量流失。

何啟明：薪酬水平竟低過以前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
示，支援職系員工在 2000 年期
間曾與其他醫護人士共度時艱一
同減薪，但他們現在的薪酬水平
仍低於當年約兩三成，情況令人
難以理解。
他要求醫管局盡快檢討支援職
系架構並改善薪酬機制，以及增
撥資源改善支援職系的培訓及福
利待遇，以挽留人手。

■徐小姐(左二)、梁惠德(左三)、黃小姐(右一)吐業界苦水。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嚴杏意 攝

抽血員挨打挨針 幫着衫遭踢心口
在工聯會昨日的記者
會上，多名支援服務職
系的員工紛紛訴苦，指
他們的工作量繁重，且因工作高風險或需要
熟悉情況而無法「假手於人」，同事生病就
要分攤工作，加上他們的薪酬偏低，更缺乏
在職培訓的機會及上升階梯，令人手流失嚴
重，造成惡性循環。
醫院管理局抽血員協會理事梁惠德指出，
任職抽血員也是一份高危工作，在抽血期間
病人可能會突然打抽血員，甚至是在掙扎的
過程中把針扎向員工，不單使其受傷，更增
加感染病菌的風險，但抽血員卻沒有在職培
訓，上升階梯也看不到，故人才流失量高。
負責東區醫院膳食部徐小姐指，她們15個
人為一組，要負責三四個病房的派餐工作，



而一個病房有 50 個人，故她們一天起碼派幾
百個餐。

照顧不能假手 有人病都要捱
同時，她們還要知道病牌上寫着病人是什
麼可以吃和什麼不能吃，壓力非常大。一旦
有人請假，亦只能由同事去攤分工作，畢竟
其他人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幫不了手，惟她
的薪金只有11,000元。
負責仁濟醫院服務病房的黃小姐指，她們
4 個同事要應付所有病房，包括病人的起居
飲食、餵藥和清潔傷口等，每日面對 70 幾
人，工作亦超過 8 小時，更試過幫病人穿束
衣時被他一腳踢向心口處，但她的薪金卻只
有15,000元，認為不合理。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嚴杏意

港鐵：一直與政府發展商保持聯絡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
杏意）醫護界人手長期不足，在
醫管局及社會各界關注醫生和護
士福利的同時，支援服務職系員
工的權益卻往往被忽略。
支援服務職系員工同樣與醫生
護士等專業醫療職系一同在最前
線工作，長期協助醫護人員處理
大量病人護理等工作，但他們面
對的是人手嚴重不足、待遇欠佳
及薪酬低等問題。
工聯會認為，倘情況未獲改
善，支援服務職系員工或會出現
大規模離職潮，最終影響醫院服
務正常運作。
他們要求醫管局盡快檢討支援
職系架構並改善薪酬機制，及增
撥資源改善支援職系的培訓及福
利待遇。

被問到政府應否調查禮頓現時所有的工程，以及就
紅磡站擴建工程施工問題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會
否擴大調查範圍。張建宗說，委員會聚焦在紅磡站事
件，範圍不能擴得太闊，否則會很零碎和失去焦點，
令調查需時更長，而且不同事件的性質亦不同。
他表示，政府關心和關注禮頓的情況，禮頓負責的
六個政府工程，發展局有關工務部門初步審視過沒有
問題，但政府會繼續留意所有禮頓的工程。
他又說，雖然港鐵工程不是政府工程，但禮頓亦是
政府工程的其中一個工程承建商，政府有責任確保承
建商在質量方面有一定的保證和水平，所以發展局亦
去信禮頓，要求它下星期就紅磡站剪短鋼筋事件提交
報告，政府亦會要求它就會展站挖掘工程提交一些資
料給予有關部門進行審核和參考。

元－朗－站－沉－橋

醫界工友大流失 工聯促加薪增培訓

張建宗：做足補救 關注禮頓

西鐵線元朗站附近架空路軌有橋躉沉
降 20 毫米，橋躉需要做加固工程，有意
見質疑港鐵有隱瞞之嫌。港鐵車務總監
劉天成強調，港鐵有嚴謹的監察制度，
事故並無影響鐵路營運安全，發展商亦
全程與政府保持聯絡，政府相關部門一
直有參與和獲知會。
劉天成昨日表示，一直全程監控元朗
站附近的工程會否影響鐵路結構，工程
沒有影響鐵路安全和營運，而當橋躉沉降 20
毫米時，已按既定規則要求發展商暫時停
工，再向港鐵及政府提交方案，確保將來復
工時不會影響鐵路安全，認為是審慎的做
法。
他解釋，元朗站車站結構仍然穩定，橋躉沉
降程度，仍維持在 20 毫米水平，重申發展商
向港鐵和政府提交的改善方案，獲港鐵同意和
政府批准，會爭取今年內完成解決方案，發展
商重啟工程後，港鐵仍會密切監察。
被問到為何港鐵不主動對外公佈事件，劉
天成指安全是鐵路營運的首要考慮，重申發
展商停工後，對鐵路和車站結構安全沒有影
響，而發展商亦全程與政府保持聯絡，政府
相關部門一直有參與和獲知會。

涉事的沉降架空路軌位於錦上路往元朗站
方向路段，離西鐵元朗站僅 100 米，對面是
新鴻基地產的住宅項目Grand YOHO。
港鐵日前表示，在2012年至2013年，發現
西鐵線元朗站與錦上路站之間，個別橋躉發
生沉降，其中兩個橋躉沉降幅度達 20 毫米，
附近地盤工程需要停工，事後發展商與屋宇署及港鐵
公司探討方法，2017 年 10 月開始為高架橋躉進行預
防性加固工作，相關工程預計於今年底完成。
新鴻基地產發言人則表示，項目會待港鐵完成橋躉
加固工程後才恢復施工，新地為了能盡快恢復項目工
程，會盡力作出配合，並願意支付相關橋躉加固工程
費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反對派又缺席投票「四茄哩啡」
唔交戲
反對派經常話呢
樣唔啱嗰樣唔妥，
但就經常唔出席會
議投票。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近日討
論政府提出重置中環香港郵政總部，反
對派又有 4 名議員缺席，結果建議獲得
通過。
本來通過建議本身呢件係好事，但臨
時演員都係演員，專業啲得唔得？口講
反對但連會都唔去開，證明建議通過咗
都唔係咩大件事，咁你班反對派議員之
前又何須做戲反對呃 like 呢？咁樣只係
證明呢班人都係口心不一。
工務小組委員會早兩日討論將 1976 年
落成的中環郵政總局大樓，搬遷至九龍
灣宏展街，估計涉款 17 億元，最後以
19 票贊成、14 票反對，通過將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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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係這4個
「口裡說不」
，一開會身體就唔知去咗邊囉。

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
香港中文大學「獨」講師劉正又喺
佢 fb 上載投票記錄玩踢爆，點名公民
黨嘅陳淑莊、工黨嘅張超雄、民主黨
黃碧雲同資訊科技界嘅莫乃光缺席冇
投票。

「獨師」截記錄 幫黃絲諗埋點兜
講起陳淑莊，佢曾經同「保護海濱聯
盟」搞活動反對政府準備拆卸中環郵政
總局，話郵政總部雖非古蹟，但就係中
環嘅地標同埋香港歷史嘅一部分，有
「人文歷史價值」，唔應該清拆。張超
雄亦曾經講過，話郵局大樓係標誌性建
築物，而且仲「好好地」發揮功能，唔
應該拆咁話。
搞完一大輪，你哋咪一樣缺席投

新地願支付加固工程費用

票！劉正就根據佢哋同班支持者一直
以來嘅「邏輯」，諗埋班黃絲會點樣
幫佢哋「解釋」今次缺席：「就算黃
碧雲陳淑莊莫乃光張超雄四人全數出
席兼投反對票，建制派一樣會以 19:18
強行通過；呢個只係工務小組提案，
就算被否決咗，一樣可以直上財委會
再提一次。」
佢繼續話：「建制派咪一樣有人唔開
會！……你估（未有參與會議的）梁美
芬何君堯謝偉銓馬逢國真係唔響立法會
咩，到飯民全體出席果（嗰）陣，佢地
（哋）咪一樣可以落黎（嚟）加人照贏
個議案。」

「問去咗邊係侵私隱會被恐嚇」
劉正又寸爆「搶手機」事件主角、民

主黨議員許智峯：「正如胡志偉同許智
峯所言，走去問議員究竟點解唔投票，
係唔尊重立法會；而問議員響投票果
（嗰）陣唔出席去咗邊，亦係侵犯議員
私隱，所以係唔道德架（㗎）！」
針對缺席多次會議仲喺被揭發後罵街
鬧人的「自決派」區諾軒，佢就話要代
「尊貴」嘅佢反問：「你做咩針對飯民
針對咗幾十年仍然死心不息？你估我唔
知你屋企人做乜？你番（返）工地址響
邊？」
佢最後強調，「我對於呢班因為朝早
10 點所以索性訓（瞓）覺唔開會嘅垃圾
飯民，其實係相當寬容；但事實就係，
你唔開會就係唔開會，無×解釋點解唔
開就係無×對選民作出交待（代）。我
無氣鬧（因為太多嘢要鬧，同埋再鬧落
去可能會比（俾）人恐嚇），留個紀
（記）錄比（畀）有心人跟進都係一件
好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