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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通過採購及工程分判專責委員會 2015 年第二次會議之進展報
告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PNS/R/002/15 並通過於 2015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舉行的採購及工程分判專責委員會 2015 年第二次
會議之進展報告。

3.2

採購及工程分判專責委員會之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a) 項目 2.3(c) – 香港建造業發展策略顧問服務
葉柔曼女士報告，成員在 2015 年 6 月 18 日舉行之 2015
年第二次會議上就第二份研究報告擬稿提出的意見，已向
行政及財務專責委員會提出，並答謝採購及工程分判專責
委員會對報告作出的貢獻。
葉柔曼女士表示，麥肯鍚公司已將有關意見納入其最後擬
稿中，並增設兩個章節：第三章 - 「香港建造業的特色」；
及第十章 - 「實施計劃、優先次序及時間表」。文件編號
CIC/PNS/P/014/15 載列最後擬稿，並於 2015 年 8 月 5 日
傳閱予成員以徵詢意見。截至 2015 年 8 月 24 日，收到廉
政公署、建築地盤職工總會、香港測量師學會、香港鐵路
有限公司及屋宇署對最後擬稿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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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成員在議程項目 3.4 下討論有關報告的最後擬稿。
主席補充，何成武先生最近亦就報告提交意見。
(b) 項目 2.7 – 分包商註冊制度運作的最新進展
葉柔曼女士報告，有關周聯僑先生於上次會議提出分包商
註冊制度管理委員會缺少工會代表一事，已在 2015 年 6
月 19 日舉行的 2015 年第三次建造業議會會議上提出，議
會主席表示採購及工程分判專責委員會獲授權決定分包
商註冊制度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名單。
此事將由「 提 升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度 專 責 小 組 」考慮，決
定是否需要邀請相關工會提名代表參與委員會。

(c) 項目 2.9(e) – 促請制訂更嚴格的程序以遏制香港樓宇維
修同業合謀行為
葉柔曼女士報告，在 2015 年 6 月 18 日舉行的 2015 年第
二次會議後，於 2015 年 6 月 22 日向成員傳閱文件編號
CIC/PNS/P/012/15 以徵詢意見。截至本會議日期尚未收到
任何回覆。
主席認為，應先集中及時處理發表競爭法參考資料，日後
再檢討合適的修訂，以包括其他方面如樓宇維修。
3.3

競爭法專責小組的報告
(a) 競爭法專責小組 2015 年第一次會議進展報告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PNS/P/015/15 有關競爭法專責小組
2015 年第一次會議進展報告。
(b) 建造業競爭法參考資料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PNS/P/016/15。葉柔曼女士向成員報
告「建造業競爭法參考資料」的草擬進度。參考資料包括
因回應成員關注而更名的「建造業競爭法-注意事項」(前稱
「建造業競爭法行為守則」)；
「競爭法常見問題集」及「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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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案例分析」。
葉柔曼女士指出，參考資料已在五月中至六月中期間傳閱
予下列機構作諮詢：建築地盤職工總會、香港建築業承建
商聯會有限公司、香港建造商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香
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香港建築師
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
葉柔曼女士表示，競爭法專責小組成員已確認參考資料，
但須根據專責小組於 2015 年 8 月 11 日舉行之 2015 年第二
次會議的意見作少許修訂；有關修訂已加到最新版本。
[伍新華先生於下午時 2 時 40 分加入會議]
何國鈞先生補充，香港測量師學會亦成立了一個競爭法專
責小組，並支持儘早發放參考資料予業界。
鄧琪祥先生就參考資料內一些用字提出意見，葉柔曼女士
備悉有關意見，並將在呈交議會前再覆審參考資料，按適
用情況修正那些用字。
成員確認參考資料以供議會在十月舉行的會議核准。
[蕭達成先生於下午 2 時 45 分加入會議。]
(c) 建造業圍標行為動畫影片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PNS/P/017/15。葉柔曼女士向成員簡
報動畫影片的背景，旨在通過一個較有趣的渠道傳遞《競
爭條例》 對建造業的影響。影片描述一個樓宇維修項目中
的圍標活動，最後犯事者被人發現，並要為他的行為承擔
後果。
葉柔曼女士表示，專責小組成員已審視有關動畫影片，在
2015 年 8 月 11 日舉行之 2015 年第二次會議中原則上確認
有關影片，但須向採購及工程分判專責委員會提出以下意
見供成員考慮:
i) 「應否在動畫中將賄賂與圍標行為聯繫一起」- 葉柔曼
女士解釋，在動畫中包含這個連帶關係，是因為現實生
活中圍標行為通常涉及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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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圍標會引致劣質工程的指控」- 葉柔曼女士承認並不
是所有圍標個案都會引致劣質工程，但認為不可予人錯
覺以為圍標會帶來優質工程，亦同等重要。
iii) 「應更清晰表示嚴禁投標競爭對手之間溝通」
葉柔曼女士強調，競爭事務委員會已審視及審批有關動畫
影片。動畫如有任何主要改動，將會延遲發布時間。
[彭韻僖女士於下午 3 時加入會議。]
會上向成員展示動畫的中、英文版本。
莊堅烈先生建議，動畫所傳遞訊息的目標觀眾應為參與建
造活動的人士。他同意專責小組的意見，圍標、賄賂及劣
質工程之間沒有必然關係，並建議動畫應描述更嚴厲的圍
標行為刑罰。
歐陽黄美芳女士指出，動畫中索取或收受「利是」
（紅封包）
的場景涉及賄賂行為。她解釋如該代理人沒有得到委託人
的合法授權或沒有合理辯解，他／妑有可能已違反了《防
止賄賂條例》
，最高刑罰為監禁七年。她建議故事重點必須
明確，以免令觀眾混淆。
鄧琪祥先生表示，動畫描述業主立案法團主席發起圍標行
為，但現實生活中的樓宇翻新項目，業主很多時是圍標行
為的受害者。動畫或使一般公眾人士以為影片情況是真實
情況，令其他正當的大廈委員會及顧問難以執行職務。
葉柔曼女士感謝成員的建議，並同意按此修訂動畫內容。
葉柔曼女士重申，是次是首次製作動畫影片發放業界，或
會再就其他反競爭題材如合謀行為製作更多影片。
經仔細商議後，成員原則上確認動畫影片，但須於影片加
入上述提出的意見。主席總結，影片應縮短時間以刪去涉
及賄賂的部分，並集中描述圍標活動。經修訂的動畫影片
將在呈交議會於 2015 年十月底舉行之下次建造業議會會議
核准前，傳閱予成員以徵詢意見。
[黃醒林先生於下午 3 時 20 分加入會議]
[會後補註: 經修訂的動畫影片已於 2015 年 9 月 16 日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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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成員。]
3.4

香港建造業發展策略顧問服務
主席向成員簡報過往對麥肯鍚研究報告的討論，以及議會主席
將於 2015 年底召集所有成員舉行會議，在發表麥肯鍚研究報
告前討論建造業未來發展的願景。
主席請成員討論有關採購及分判工程的指定章節，並提出意
見。
鄧琪祥先生不同意第 8 章 2.1 節有關分開設計及建造程序不利
促進合作文化的建議，但他同意第 2.2 節所述，欠缺成熟的設
計是一個主要問題。他進一步指出，如承建商不受固定價格合
約或不能延期的短工期所限，上述問題將可減少。所以，如承
建商獲及時付款及適當的延期，就算採用傳統的「設計-招標建造」模式合約，也不會出現太多問題。他認為麥肯鍚研究報
告所提議的另類合約模式未必能解決根本問題。
鄧琪祥先生提出第 10 章有關建造業發展建築信息模擬的建議
過於緩慢，促請政府採取主導以更迫切推動有關發展。鄧琪祥
先生憂慮，香港在發展及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方面會遠較其他亞
洲地區落後。
主席分享他最近到訪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建設局已就使用建
築信息模擬立法，其政府機構亦強制使用建築信息模擬去處理
建築圖則。新加坡政府向企業提供經濟支援，以助設立建築信
息模擬系統。香港建造業應按可行性採取相類似的措施。
伍新華先生對麥肯鍚研究報告現時所帶來的作用存疑。他建議
麥肯鍚研究報告應集中搜集建造業的實況及報告結果，再由議
會作出結論並建議建造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紀建勳先生表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支持麥肯鍚研究報告以推
動建造業向前發展。但，報告的建議措施或屬較高層次，難以
在工作層面實施；而現時所提交的建議模式或令報告變為學術
研究。
謝振源先生表示第 31 項建議提及在 2020 年前推行強制性分包
商註冊，但此項建議並未有諮詢提升分包商註冊制度專責小
組，並質疑該項建議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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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堅烈先生建議成員以務實方式完成麥肯鍚研究報告，目標在
2016 年初期間發表報告。
經仔細商議後，主席感謝成員就麥肯鍚研究報告的發展方向提
出意見，而上述討論所提出的事項將會向議會轉達作進一步討
論。
3.5

分包商註冊制度運作的最新進展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PNS/P/018/15 有關分包商註冊制度運
作的最新進展。
黎志威先生向成員簡報，截至 2015 年 7 月尾最新的註冊分包
商數目較上次匯報增加了 30 個，共約 5,100 個。黎志威先生亦
報告，自上次匯報後，四宗涉及違反安全條例的個案，已向相
關分包商採取為期 4.5 至 6 個月暫停註冊的規管行動。

3.6

其他事項
(a) 提升分包商註冊制度專責小組進展報告
謝振源先生向成員簡報專責小組的立場。專責小組現階段
不傾向對分包商分類，亦不傾向強制分包商註冊。謝振源
先生備悉麥肯鍚研究報告對此事提出不同的意見，而專責
小組不久將舉行會議，仔細討論麥肯鍚研究報告的建議，
於 2020 年前推行強制分包商註冊。
周聯僑先生關注現時分包商註冊制度運作對遏止工友欠薪
情況的做法。
黎志威先生解釋，現時分包商註冊制度中，一般情況下可
對於基本名冊的規則及程序內特定罪行被定罪的註冊分包
商採取規管行動。有關定罪個案的資料會經由相關法定機
構獲取 ，如強積金相關罪行會經由強積金管理局取得；工
資及安全相關檢控會經由勞工處取得。議會秘書處歡迎成
員提供優化分包商註冊制度的建議，並交由專責小組再作
考慮。如加強執行規管行動的機制。
周聯僑先生指出，由觸犯條例到定罪有顯著的時間差距，
有些立心不良的僱主可能會利用這個時間差距進行剝削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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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新華先生回應，現時在定罪後才採取規管行動的制度符
合法律精神。專責小組已於過去數年內進行的制度檢討中
詳細討論不用待定罪後才採取規管行動的做法，最終議定
此做法會造成更多不確定因素，並會使管理委員會以致建
造業議會受到法律挑戰。伍新華先生重申，他歡迎工會參
與分包商註冊制度管理委員會，令委員會的議決程序更具
透明度。他進一步表示，分包商註冊制度就對分包商採取
規管行動的數目而言，確是十分奏效。
彭韻僖女士建議檢討採取規管行動的啟動機制。
經仔細商議後，主席歡迎成員就此提出的看法及意見，並
要求提升分包商註冊制度專責小組對管理委員會的組成再
作討論。

(b) 自選分包合約標準合約條款專責小組報告
鄧琪祥先生向成員簡報「自選分包合約標準合約條款」的
草擬進度。英文版本已作法律校對，並作出少許修改；中
文版本亦已作法律校對，所得之意見亦已傳閱予專責小組
成員考慮。鄧琪祥先生補充，標準合約簡化版亦正草擬中，
兩個月內可完成初稿。
(c) 來索即付保證書特別小組報告
何國鈞先生向成員報告聘用顧問草擬「帶有條款的來索即
付履約保證標準格式」的最新進度。有關顧問服務預計在
2015 年 9 月底前批出，標準格式初稿將於 2016 年初完成。
何國鈞先生認為在接近 2015 年年終時與甄選顧問公司及承
建商專責小組合辦一個關於來索即付保證書的座談會，並
不是合適的時間。他建議在發表標準格式後才舉辦座談會。
(d) 新工程合同第三版專責小組報告
葉柔曼女士向成員報告有關發表「新工程合同第三版常見
問題參考資料」的最新進度。該參考資料將呈交建造業議
會在其 2015 年 8 月 28 日舉行的會議上核准及發表。
葉柔曼女士向成員報告有關擬備「香港新工程合同第三版
項目案例集」的最新進度。專責小組已於六月召開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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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分包
商註冊制
度專責小
組

CIC/PNS/R/003/15
(討論文件)
負責人
會議，渠務署的鄭雅思女士亦已擬備第一輯有關福民路明
渠改善計劃的案例集。葉柔曼女士表示，路政署亦同意擬
備其在大埔加建隔音屏障的工程以列入案例集。
葉柔曼女士向成員匯報， 2015 年餘下的「新工程合同工程
建造合約項目經理認證課程」將於九月及十一月舉辦。待
與英國 NEC 進一步聯繫後，或會在 2016 年再舉辦其他認
證課程。
3.7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聯合鹿島大廈 15 樓議
會總辦事處 1 號會議室舉行。秘書處將於稍後通知成員會議日
期及時間。

至此別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4 時 35 分結束。
議會秘書處
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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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人員
備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