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院擴建受阻 拉布隨時拉出人命

社 評

立法會反對派議員為阻撓特區政府
架構重組方案通過，數周來一直 「拉布
」 ，致令本屆會期已接近尾聲，仍有大
量議案法案及撥款申請被積壓，其中，
聯合醫院擴建工程成為 「受害者」 之一
，九龍東地區居民的健康以至生命安全
已直接受到威脅。

聯合醫院是九龍東聯網的 「龍頭」
醫院，隨地區人口增加及不斷老化，
服務早已 「超負荷」 ，為此政府食物及
衛生局今年三月宣布擴建聯合醫院，拆
除部分舊建築，興建一座新的醫護大樓
，增加急症室及專科服務，病床數目也
將由現時的一千四百張增加至一千七百
張。對逾百萬九龍東居民來說，這當然
是一個受歡迎的消息。

按此計劃，上月二十二日，醫管局
就聯合醫院擴建工程的設計、測量顧問
費三億五千萬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提出撥款申請；然而，反對派議員為了
阻撓梁振英的 「三司十四局」 架構重組
方案通過，在財委會內提出了大量的問
題糾纏，實行 「拉布」 ，發言沒完沒了
、內容無邊無際，以致隨後的申請都沒
有機會進行審議，聯合醫院的申請更連

排上日程的機會都沒有。
在此情況下，聯合醫院的撥款申請

很大可能在本月十七日本屆立法會結束
前都得不到審議通過，要延到九月中旬
下屆立會重開才有機會從頭再來。而牽
一髮動全身，整個擴建工程的進度將因
此受阻半年，工程費用成本最少也會上
漲百分之五。

而金錢事小、人命事大，九龍東地
區對急症室、專科服務及住院的需求將
會因此而更形緊張，居民看病、住院難
上加難，生命安全和健康將直接受到威
脅和影響。

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內一貫以
「民意代表」 自居，儼然是市民利益

的捍衛者，但是，在聯合醫院擴建問
題上，居民利益、病人權益根本不在
他們考慮之列，為了阻撓政府架構重
組，為了打擊梁振英的威信、新班子
不能於七月一日在胡錦濤主席面前整
齊宣誓就職，不惜 「玉石俱焚」 ，令
大量涉及經濟、社會、民生的議案和
撥款申請被擱置，他們所謂的為民請
命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連日來，在特首梁振英住所的僭

建問題上，反對派議員和亂港傳媒大
講誠信、公義，部分市民聽信他們的
唆使而上街遊行。僭建固然有損社會
公義和市民利益，但如反對派議員那
樣，把持席位不幹事、不議政，開會
就 「拉布」 、表決就 「流會」 ，既阻
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每會百萬更虛
耗納稅人大量金錢，議事堂淪為 「街
市」 ，莊嚴氣氛蕩然無存，立法會的
神聖職責和形象幾已被破壞殆盡。遊
行市民為什麼對此種公然損害市民利
益和社會公義的惡行視若無睹，還要
聽從他們的教唆擺布？

眼前，特區剛慶祝成立十五周年，
梁振英第四屆政府剛履新上任，國家主
席胡錦濤日前在慶祝大會上指出未來五
年是特區發展關鍵的五年。梁振英團隊
服務港人、貢獻國家的誠意不用懷疑，
但建設特區不是梁振英一個人的事，如
果市民大眾對反對派議員和亂港傳媒抗
中亂港的惡行仍然啞忍，仍然為他們一
些似是而非的謬論所蠱惑，那麼，未來
立法會議事堂內的局面固然不會有所好
轉，整個特區社會的發展也將難以令人
樂觀。 關 昭

德球隊不唱國歌被狠批

井水集

七月一日有近十萬人上街遊行，
其中有部分為青年學生，他們在反對
派和亂港傳媒的蒙蔽唆使下，舉出
「不要洗腦教育」 的標語牌。

這些年輕人口中的 「洗腦教育」
，指的是國民教育。 「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 來年將會成為全港中小學的必
修科。

國民教育的宗旨和目的，當然是
要教育青少年學生認識自己的國家、
熱愛自己的國家。但在反對派和亂港
傳媒的歪曲下，愛國被說成是 「愛黨
」 ，是不許有思想自由，不許提 「六
四」 、不許提李旺陽……。

因此，部分青年學生曲解了愛國
的真正意義，以為愛國就是 「被控制
」 、 「被洗腦」 ，因此提出了 「不要
洗腦教育」 。

本港的青少年學生都很喜歡看足
球，包括剛剛結束的歐洲國家杯賽事
，當日不少青年白天遊行、晚上不睡
覺也要看西班牙對意大利的決賽。而
在此之前，德國對意大利進行了四強
賽事，結果是二比一，德國隊輸了。

賽後，德國傳媒鋪天蓋地對國家

隊展開了猛烈的批評，但批評最烈的
不是輸波、不是二比一，而是在賽事
開始奏國歌時，德國隊大部分隊員都
「三緘其口」 ，沒有開口唱國歌，而

反觀意大利隊，全隊球員個個都開口
唱，守門員保方更唱得最大聲、最落
力！

對此，德國《圖電報》頭版刊出
了兩張對比的大照片，大字標題是：
「我們在唱國歌的時候就已經輸了！」

有政府官員還憤怒地指出：如果
有人不願意唱國歌，那他就不要加入
國家隊。

德國傳媒還以意大利隊的黑人前
鋒、有名的 「壞孩子」 巴洛迪利為例
說： 「看，一個被意大利家庭收養的
加納孩子，他都在高唱意大利的國歌
！」

還好德國女總理默克爾那天沒有
去看球賽──她是超級球迷，否則真
要傷心死了──不是為輸波，而是球
隊沒有人唱國歌！

當然，德國人不會把唱國歌說成
是 「洗腦」 ！

拉布種惡果 聯院重建無期
撥款議案再拖 不理病人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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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反對派議員為達到政治目的，不
惜阻礙立法會審議聯合醫院擴建工程，堅持在審
議政府架構重組上 「拉布」。在聯合醫院工作的
立法會議員表示，擴建醫院的前期工程已經展開
，若得不到立法會撥款，將影響醫院的財務周轉
，有待審議的藥物名冊亦不能付諸實行，隨時危
害病人生命。有立法會議員批評，反對派議員以
市民的福祉作為政治籌碼，手法可恥，更可能要
在新一屆立法會重新審議，至少拖延半年。

聯合醫院在一九七三年
落成，九九年曾擴建及翻修
六幢大樓。由於所屬的九龍
東聯網人口迅速增加，二○

一九年將超過一百萬人。醫管局在○八年就聯合醫
院擴建工程展開初步規劃，經過數年商討，終於在
去年度施政報告獲政府 「開綠燈」撥款擴建。

整個擴建工程估計需要逾七十億元，當局現
正等待財委會撥款其中的三億五千二百三十萬元
用作籌備工作。有關工作涉及近兩億元的大綱草
圖及設計、招標文件及評審標書費；七千二百萬
元的調遷工程費、五千萬元的價格調整準備金、
二千八百萬元的應急費用，以及用作工地測量及
勘測的五百萬元。若得到財委會通過，籌備工作

隨即在本月展開。
完成籌備工作後，一四年將會展開拆卸已有四

十年及十三年歷史的F、G座和P座（低座）、及
在○一年落成的 H 座，用作興建一座新的日間醫
護大樓。新大樓會增設腫瘤科中心、理遺護理中心
、青少年健康中心及訓練中心；及擴展專科門診、
精神科門診、日間護理中心、香港中毒諮詢中心等
。同時，S座會擴建新翼，增設手術全期護理中心
，擴充內窺鏡中心及住院病房。擴建工程完成後，
病床數目會由現時一千四百張，增至一千七百張。

除上述擴建外，聯合醫院亦會建造連結各座的
通道；待P座及S座的服務及設施調遷往新的日間
醫護大樓及S座新翼後，翻修該兩座大樓的部分地
方以擴充設施；以及展開環境美化和道路工程。

▲反對派玩拉布，影響審議撥
款重建聯合醫院，九龍東醫療
服務勢受拖累 資料圖片

工聯會的王國興亦批評，反對派重複發
言、拖延撥款審議進程，令不少民生議題一
拖再拖，完全是將市民的福祉作為政治籌碼
，謀取一時的 「曝光率」，是不公義、可恥
的政治手法。王國興表示，立法會議員應該
急市民所急，而非不斷將民生議題政治化阻
礙社會發展，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市民會看
清楚反對派的嘴臉。

本身是聯合醫院精神科顧
問醫生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
佩璆表示，聯合醫院擴建工程
的不少前期工程已展開，部分
項目急需繳付費用，若得不到
財委會的撥款，會對醫院的財
務周轉造成很大影響，既影響
了醫院的恆常運作，亦對一向

視聯合醫院為龍頭醫院的九龍東區居民造成不便
。潘佩璆又指出，反對派一次又一次在立法會大
會、財委會拉布，除阻礙了撥款獲得通過，亦令
現時有待審議的藥物名冊不能付諸實行，隨時影
響到病人的生命安全，實在是很危險。

潘佩璆：影響藥物名冊實行

一直關注聯合醫院工程的旅遊界立法會議員
謝偉俊表示，若然擴建聯合醫院的議案未能在今
屆立法會會期完結前交到財委會審議，將要在十
月新一屆立法會上任後，重新交上財委會，並要
重新由相關委員會審議，可能需要六至九個月的
時間。他又指出，重建工程的標書快將到期，過
期後需要重新招標，價錢亦可能有變動，香港需
要冒很大的風險。

謝偉俊解釋，要表決通過重建聯合醫院的撥
款只需三至五分鐘，但由於反對派議員正在財委
會就政府架構重組拉布，今屆立法會通過重建撥
款有難度， 「現在他們不斷
提出動議，數字可以臨時增
加，由三百加至一千，加開
會他們亦只會鬥氣。我明白
他們的政治取向，但對香港
市民遺禍。」他坦言，不希
望沒有爭議性的議案受到阻
撓，但相信只是他一廂情願
的想法。

謝偉俊：過期需要重新招標

擴建後可增300病床
資料

聯合醫院擴建計劃拖延多年，終
於在去年十月的施政報告宣布落實，
拆卸四座大樓，以重建一座新的日間
醫護大樓，並增建一座醫院大樓，將
病床增至一千七百張，較現時增加三
百張，從而改善日間護理與急症室服
務，並加強對腫瘤科病人的服務。

擴建加強腫瘤科服務
醫院管理局早前已為聯合醫院擴

建工程的籌備工作，包括工地勘測、
屋宇測量、主要工程設計大綱草圖、
詳細設計等範疇的顧問服務進行招標
，並根據招標結果向工務小組提交撥
款建議，預計費用按付款當日價格計
算約三億五千萬元，結果獲得支持。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原定於上月二
十二日，審議經工務小組支持提出的
聯合醫院擴建計劃工程籌備工作撥款
申請，按照食衛局計劃，如獲通過撥
款，本月可展開籌備工作。不過，反
對派議員為阻止政府架構重組，不惜
在財委會審議架構重組建議的撥款申
請時 「拉布」，直接令排在架構重組
之後的民生議案受阻，擴建聯合醫院
的撥款申請被一拖再拖。只要反對派
議員繼續拉布，排在後面的所有議案
都無法獲審議，預計聯合醫院撥款申

請在明日財委會可以審議的機會將很
低，多名議員都力斥反對派議員的行
為（詳見配稿）。

今屆立法會會期將於本月十七日
完結，若扣除周六日不開會，可開會
的日子不足十日。由於財委會逢周五
開會，未來只餘下兩個會議日，一旦
加會除了要得到議員同意，會議法定
人數至少要有主席及八名委員，變相
與立法會大會 「爭人爭時間」，亦會
影響其他法案的審議工作。

食衛局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非
常關注該撥款申請，由於當局已經為
工程完成招標，如撥款申請不能趕及
在本屆立法會結束前獲得通過，工程
計劃進度最少被延遲六個月，而且工
程費用可能會受到影響，但影響幅度
現在不能確定。

建築成本料增加5%
至於醫管局回覆查詢時表示，

由於標書有效期將於下月屆滿，倘
若撥款申請需延期至下個立法會年
度議決，局方或需要重新進行招標
工作，再向工務小組委員會重新提
交撥款建議。若出現這情況，將導
致工程延誤及工程造價上升。醫管
局會盡力爭取撥款申請能在本立法

會年度討論及通過，以便聯合醫院
擴建能按計劃展開。

香港測量師學會高級副會長賴旭
輝指，工程延誤，雖然顧問費不受太
大影響，但由於基建、房屋等工程愈
來愈多，鄰近的澳門亦開展不少工程
，本地專業工人將出現人手不足問題
，料整體建築成本 「保守估計最少增
加百分之五，若時間拖得愈久，增幅

會愈來愈大。」他續說，隨各地建
築工程愈來愈多，鋼筋、水泥等材料
需求增加，價格升幅亦會愈來愈大。
而且擴建醫院也涉及機電工程成本，
醫院為確保有足夠冷氣，擴建後亦會
裝置很多機電設備，故此費用比例相
對較高。若工程延誤，在現時銅管費
用成本增長情況下，機電成本亦難免
會增加。

▲九龍東聯網人口迅速增加，二○一九年將超
過一百萬人 資料圖片

九龍東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出，聯合醫
院是九龍東的龍頭醫院，是區內唯一一間有
全科、重症等治療項目的醫院，現時黃大仙
的居民若要就醫，可前往廣華醫院，但由於
將軍澳區的醫療設施未完善，故將軍澳及觀
塘居民多數依賴聯合醫院，其擴建工程對居
民而言十分急切。黃國健對反對派拉布阻延
撥款感到無奈，認為實在是不幸事件，損害
了該區居民的利益。

黃國健：擴建工程十分急切

王國興：民生議題被政治化

立法會反對派議員 「拉布」
，迫使政府重組架構決議案無法
於今個立法會期通過， 「殃及池
魚」 令民生議程受拖累。為改善
九龍東醫療服務、耗資七十億元
的聯合醫院擴建計劃，五項籌備
工作撥款在拉布下首當其衝，未
能如期於上月財委會審議。撥款
無落，有關顧問服務合約勢將
重新招標，食物及衛生局坦言，
聯合醫院擴建工程進度可能延誤
最少半年，測量師估計，建築費
可能因此增加百分之五。 「拉布
」 白白推高工程造價，病人服務
改善也受牽連。

本報記者 鄧如菁
戴正言 李盛芝

受影響的部分民生議案
待財委會審議項目

基督教聯合醫院擴建計劃

2012-13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蓮塘／香園圍口岸與相關工程

大欖女懲教所重建計劃

荃灣公園與荃灣路之間的體育館

沙田第14B區體育館、社區會堂及分區圖書館

九龍城區啟德跑道公園

觀塘海濱花園（第二期）

元朗及錦田污水收集系統第3階段

林村谷污水收集系統第2階段

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顧問費及工地勘測

貸款予香港明愛以供營辦明愛專上學院，以及貸款予職
訓局以供營辦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活化前荔枝角醫院為饒宗頤文化館／香港文化傳承

消防訓練學校重建計劃

屯門虎地紀律部隊宿舍重建計劃

註：大部分項目主要要求把計劃的重要度升級

牽涉項目的總開支

3億5230萬元

86億800萬元

162億5320萬元

9億4660萬元

7億6560萬元

10億8400萬元

1億6970萬元

2億5070萬元

2億1340萬元

5億8830萬元

4950萬元

9億7000萬元

2億5850萬元

35億6250萬元

4億134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