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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 
 

採購委員會 
 

採購委員會 2012 年第 1 次會議於 2012 年 4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聯合鹿島大廈 15 樓一號會議
室舉行。 

 
採購委員會 2012 年第 1 次會議就下列事項進行討論：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1  CIC/PCM/R/004/11 通過進展報告 

成員通過於 2011 年 11 月 23 日舉行的 2011 年第 4 次會議之進展報告。 
1.2  CIC/PCM/R/004/11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第 4.4(c) 項–香港機電工程商聯會來函 
成員備悉議會秘書處已於 2011 年 11 月 25 日向香港機電工程商聯會發出邀請函，邀請對方提

名代表。葉啟賢先生獲香港機電工程商聯會提名，並已出席新工程合同第三版協作合約專責

小組的 2011 年第 4 次會議及 2012 年第 1 次會議。 
 
第 4.5(b) 項–議會文件分類 
會上報告現時並無就此事的更新資料，而假如有任何重新分類工作的最新發展，秘書處將通

知各成員。會上同意繼續按照現有分類方式來草擬正在擬備的指引。 
 
第 4.6(c) 項–考慮探討「風險分擔事宜」 
議會秘書處現正與合約價格調整制度專責小組主席檢討專責小組的職權範圍及成員名單。詳
情於議程項目 1.7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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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第 4.7 項–電子投標 
中華電力有限公司及港鐵有限公司同意與採購委員會成員分享電子投標的經驗與實踐。詳情

於議程項目 1.9 和 1.10 討論。 
 
第 4.10 項–採購便覽 
議會秘書處將擬備一份採購便覽的範本，供成員提供資料內容。 

1.3  CIC/PCM/P/001/12 競爭法專責小組 2011 年第 3 次會議之進展報告 

專責小組原則上支持競爭法案。於專責小組會議討論的主要觀點和關注，已納入送往立法會
的建造業就競爭法案的觀點和關注概要的提交文件內。 

成員亦備悉安排工作坊以提升香港業內從業員對競爭法的理解之可能性。工作坊大概會集中
於競爭法對本地中小企的潛在影響。 

1.4  CIC/PCM/P/002/12 向法案委員會提交建造業就競爭法案的觀點和關注概要 

會上報告，按議會建議經採購委員會和行政及財務委員會通過後，已於 2012 年 3 月 28 日向

立法會競爭條例草案委員會提交建造業就競爭法案觀點和關注概要的提交文件。現時正待立

法會答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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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5  CIC/PCM/P/003/12
CIC/PCM/P/004/12

新工程合同第三版協作合約專責小組 2011 年第 4 次會議及 2012 年第 1 次會議之進展報告 

(a) 專責小組之進展 
於過往專責小組會議中，成員分享應用新工程合同的普遍隱憂和解決方法及本地與海外
的有關經驗。專責小組亦會於適當時間就本地應用的新工程合同，提供一份最新的項目
清單。 

議會秘書處將於下次專責小組會議上，邀請 Keith KEOWN 先生分享其於香港建築法學會
比賽的獲獎文章，題為「Is Hong Kong Ready for NEC?」。 

(b) 新工程合同第三版協作合約技術論壇 
新工程合同第三版協作合約技術論壇已於 2012 年 3 月 7 日成功舉辦。專責小組主席向成
員及所有支持本活動的人士，致以衷心感謝。秘書處現正整理參加者的若干提問，並擬
備以「常見問答」或採購便覽的形式發表參考資料。 

 
有關採用新工程合同第三版協作合約下分包安排的關注事項，將於專責小組日後的會議上再
作討論。 

1.6  CIC/PCM/P/005/12 甄選顧問工作小組 2011 年第 4 次會議之進展報告 

(a) 專責小組之進展 
甄選顧問指引的草擬工作正在進行中。為免內容重疊及為確保內容一致，擬稿將需要進

行最終覆核及校訂。於專責小組及甄選顧問工作小組完成校訂及全面覆核工作後，指引

的擬稿會呈交採購委員會尋求意見。 
 
因應採購委員會新成員莊堅烈先生表示有興趣加入專責小組及屬下工作小組擔任成員，採購

委員會已加以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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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7  口頭報告 合約價格調整制度專責小組之報告 

(a) 合約價格調整制度技術研討會 
合約價格調整制度技術研討會已於 2012 年 3 月 21 日成功舉行。專責小組主席就業內各
持份者對上述技術研討會的支持，表示感謝。 

香港建造商會於研討會提出了一項有關索引事宜的提問。經多番討論後，決定有關已發
出指引的任何回饋，均可於日後更新版本時納入考慮。 

(b) 風險分擔事宜 
專責小組成員普遍同意收窄風險分擔的議題至一個或兩個特定範疇，供合約價格調
整制度專責小組進一步檢討及研究。專責小組主席及議會秘書處現正檢討專責小組
的職權範圍及成員名單。 

經多番討論後，成員認為香港機電工程商聯會就索引事宜及工人工資的觀點，可於下次
專責小組會議再作討論。有關觀點若合適亦可提交到相關委員會（例如工程分判委員
會）。 

1.8  CIC/PCM/P/006/12 2012-2014 年採購委員會增補成員的提名 

採購委員會增補成員的建議名單，已於 2012 年 3 月 21 日向成員傳閱。截至 2012 年 3
月 26 日的目標日止，採購委員會成員並未提出任何異議，故議會秘書處已向相關機構
／商會發出提名邀請。（見附件 A） 

1.9  CIC/PCM/P/007/12 港鐵有限公司分享電子投標經驗與實踐 
港鐵有限公司(港鐵)的代表向成員分享港鐵電子投標經驗與實踐。成員獲簡介系統的背
景、採用電子投標系統的好處和主要挑戰、以及系統近日的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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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10  CIC/PCM/P/008/12 中華電力有限公司分享電子投標經驗與實踐 
中華電力有限公司(中電)的代表分享中電就電子投標的經驗與實踐，並簡介有關中電的採
購過程、及運用電子投標系統的概要和好處。會上成員亦獲分享有關系統的成功因素及
中電就系統運用若干事宜所克服和減低影響的方法。 

1.11  CIC/PCM/P/009/12 2012 – 2013 年的年度計劃 
採購委員會備悉並確認年度計劃。 

1.12  其他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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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 
 

採購委員會 
 

擬議增補委員 
 

 
A. 再度委任 
 
紀建勳先生 合約價格調整制度專責小組主席 
何成武先生 新工程合同第三版協作合約專責小組主席 
沈普信博士 競爭法專責小組主席 
盧國華先生 發展局 
莫華海先生 廉政公署 
 
 
B. 提名機構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測量師學會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C. 任期 

 
(i) 按議會於 2010 年建議，增補委員獲核准不超過 2 年的任期，並有

資格於其任期屆滿時獲得再度委任至相同委員會，然而不可連續

擔任該成員身份超過 6年。 
 
(ii) 上述增補委員若獲委任，任期將直至 2014 年 1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