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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填3缺1  垃圾費恐貴2倍
將軍澳缺支持票「觸礁」黃錦星允全力改善爭民心

各政黨日前相繼就政府提出擴建將軍澳、打鼓嶺及屯門堆
填區撥款申請表態。鑑於擴建將軍澳堆填區計劃反對聲

音大，支持票僅得4票至5票，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於立法
會工務小組委員會開始時主動宣布，無奈暫時撤回將軍澳堆
填區擴建申請，並表示失望。現時將軍澳堆填區仍會保持常
規運作，政府亦會履行承諾，未來數月全力推展改善各方面
廢物管理、運輸、對地區影響的設施，包括政府資助私人業
界的垃圾車、改裝車輛性能、減少臭味等，以爭取市民支
持，「適當時候，我們再向立法會提交撥款申請」。

具策略需要 不應該放棄

黃錦星重申，3個堆填區剩餘容量分別只有2年、4年及6
年，狀況緊急。不論是擴建工程或前期顧問研究，都要掌握
時間，延續堆填區運作，保持公眾衛生，「對於本港整體廢
物末端處理而言，3個堆填區一併擴建，具有策略性需要。我
們不應放棄任何一個，而加大其他堆填區負擔」。
將軍澳堆填區預料於2015年爆滿，堆填區隨即「3變2」。港

島及九龍的垃圾，須運到轉運站或直接運到屯門、打鼓嶺堆
填區。以尖沙咀垃圾為例，運往西九龍處理，每噸收30元。
轉運站成本貴10%；若運往屯門堆填區，來回車程時間增1
倍，至約6小時；油費連時間至少貴20%。

港島九龍東住戶首當其衝

香港廢物處理協會主席譚志華分析指，車程時間倍增，垃
圾車處理量將由現時每天400多架次銳減一半。若要維持每日
垃圾處理量，必須增加逾80架車。他估計，垃圾費將由現時
每噸約12,000元，暴升2倍至3倍，尤以港島及九龍東單幢式住
宅首當其衝，以平均每戶本繳交逾160元垃圾費為例，日後可
能要繳交500元。
在立法會絕食逾40小時的10多名將軍澳居民和區議員得悉

政府撤回申請，均擊鼓慶祝，高呼「不成功，便成仁」。西貢

區議員方國珊表示，抗爭未完結，堅持寸土不讓，「我們的
期望是終極關閉將軍澳堆填區，不是說今日撤回後，明天在
立法會拉夠票便去推動」。

陳克勤盼3文件一併表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表示，得悉工務小組決定下月2日
召開會議，繼續討論堆填區文件。他個人希望能夠3份文件一
併考慮及表決。他表示，現時當局抽起將軍澳堆填區擴展文
件，對屯門、打鼓嶺兩區造成壓力，令人擔心能否順利通
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政府昨日向立法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申請撥款擴建3個堆填區，但擴建將

軍澳堆填區計劃，因支持票不足而「觸礁」。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宣布，無奈暫時撤回該建議。至於打鼓

嶺及屯門堆填區擴建申請，全部因為會議時間不

足，會議完結前均未能表決。政府期望立法會可安

排暑假前召開會議表決（見另稿）。黃錦星強調，擴

建3個堆填區缺一不可，並承諾會全力改善各方面的

廢物管理、運輸、對地區影響的設施，以爭取市民

支持。另外，有廢物處理業的專業人士分析指，當

將軍澳堆填區2年後爆滿，港島及九龍的垃圾需轉運

到屯門、打鼓嶺，預料每戶垃圾費至少增加2倍。

張炳良：居二價急升因素多

議員擬「轉 」 屯門打鼓嶺擴建添變數

44.7萬單位66%滿足住戶淨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立
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因會議時間不
足，以致未能就打鼓嶺及屯門堆填區
擴建申請表決。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
示，期望暑假前工務小組及財委會可
再召開會議進行表決。雖然政府撤回
擴建將軍澳堆填區，但有原本表態支
持的議員表明，這會增加屯門及打鼓
嶺堆填區壓力，故會轉投反對票，為
其餘兩個堆填區「闖關」增添變數。
政府原本預計，工務小組委員會昨

日可就屯門和打鼓嶺兩個項目表決，
但討論2小時後，仍有多名議員按鐘提
問。主席陳鑑林打算延長會議，但公

民黨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提出議事規
則，指只要有1位議員提出異議，會議
就必須終結，結果議員未能就屯門及
打鼓嶺堆填區擴建撥款申請表決。黃
錦星會後表示，由於本港對堆填區需
求迫切，希望暑假前多安排兩個會

議，以討論擴建計劃。

田北辰憂其他區亦絕食抗議

環境局決定撤回反對聲音最大的將
軍澳堆填區撥款申請，但卻為屯門及
打鼓嶺堆填區擴建申請增加變數。原
本支持3個擴建申請的新民黨立法會議

員田北辰認為，香港垃圾問題應由3個
堆填區一起承擔，但政府臨時變陣，
要由屯門和打鼓嶺附近居民承擔香港
所有廢物，做法並不公平。有見及
此，他決定「轉 」，反對另外兩個堆
填區的撥款申請。
田北辰認為，政府應把3個堆填區一

併交上立法會表決，各地區議員都維
護地區利益，分開提交各堆填區擴建
議案，只會分化各地區議員。「現時
事件演變成政治問題，有人不想擴
建，便絕食抗議，迫使政府撤回擴建
申請，我真的感到十分失望。即使通

過另外兩個堆填區擴建，政府亦難保
其他區居民不會同樣以絕食方式反對
堆填區擴建，擴建議案只會拖得愈
長、愈多手尾」。

譚耀宗盼縮減擴建範圍

手執7票的民建聯雖然支持屯門和打
鼓嶺堆填區撥款申請，但主席譚耀宗

強調，今次屯門撥款只用作研究用
途，希望當局縮減擴建範圍。「屯門
是全港18區承受最多厭惡性設施的地
區，但政府卻長期忽視屯門社區建
設，當局必須盡快落實屯門鐵路發
展、社區建設，提升社區形象。此
外，政府需於2年內立法，規管垃圾車
要以密封式設計、增加海路運送廢物
比例等，否則日後當局申請擴建撥款
時，民建聯不一定會支持撥款擴建」。

麥美娟支持打鼓嶺擴建

工聯會麥美娟表示，同意廢物處理
問題刻不容緩，但當局源頭減廢及其
他環保措施均未能配合，因此會反對
擴建屯門堆填區。
不過，麥美娟有見政府已推動工

作，減少居民反對聲音，因此會支持
擴建打鼓嶺堆填區。

黃錦星：表決前再解釋

黃錦星承諾，會利用好沙田等轉運
站分流處理垃圾。同時，當局會在表
決前，再與區議員及市民解釋擴建方
案；又會透過立法及資助雙軌並行的
方法，改善垃圾車、減臭等，讓社會
看到成果。
反對擴建屯門堆填區的區議員，在

立法會外焚燒寫上「不要出賣屯門居
民利益」信件；又指今次會議未能表
決，可暫時鬆一口氣，但仍會部署更
多抗議行動。

▲部分將軍澳居民爭取終極關閉將軍澳堆

填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黃錦星強調，擴建3個堆填區缺一不可，

並承諾會全力改善，以爭取市民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早前公布的
《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以及近日擴建堆填
區的議題，均引起社會對廢物管理政策的討論。有
調查發現，77%受訪者贊成興建焚化爐；逾50%受
訪者贊成政府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按量徵費計劃；近
半受訪者贊成擴建3個堆填區。負責調查的香港研
究協會建議政府爭取時間，因應市民對擴建堆填區
最關注的環境衛生問題，提出更有力的改善措施，
並盡快落實，紓緩對市民的影響。

48%人贊成擴建3堆填區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20日至24日，展開全港性隨
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1,073名18歲或以上的市
民，以了解他們對政府推動減廢的意見。結果顯
示，48%受訪者贊成擴建3個堆填區，表示「視乎
地區而定」受訪者佔20%；不贊成的受訪者合共佔
28%。最多受訪者表示，不贊成擴建堆填區最主要
原因是「導致環境衛生問題」（47%）；其次是

「無助推動減廢」（41%）；再其次則是「影響道路
安全」（1%）。
廢物管理政策方面，興建焚化爐最獲受訪者支持

（77%）；贊成廢物徵費計劃的受訪者比例較低
（55%）；63%受訪者贊成政府推行生產者責任計
劃，以推動減廢。

大部分市民有分類垃圾
此外，調查又問及受訪者家中有否進行垃圾分

類。57%受訪者對此表示「有」，反映大部分市民
環保意識頗高。協會促請政府盡快落實推行各項源
頭減廢措施，從根本上解決減廢問題。

77%人撐建焚化爐 逾半願廢物徵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為了及時回應市民置業訴
求，政府推出計劃，讓白表人士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有
立法會議員質疑居屋二手市場（居二市場）單位供不應求，
導致樓價急升，補地價後甚至貴過私樓，質疑居二市場出現
泡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回應指，居二市場單位
供應受不少因素影響，例如業主意願等，樓價亦受多個因素
影響，不能斷定二手居屋樓價上升只因該計劃。

2,100單位料2014年預售

張炳良以書面回覆議員提問時指出，居屋是政府房屋政策
常設措施，首批約2,100個單位，預料於2014年底預售，最快
2016年落成。為了及時回應市民置業訴求，政府遂推出臨時
計劃，每年讓5,000名白表人士購買未補價居屋單位，配額考
慮到居屋長遠規劃目標，每年提供約5,000個單位。
根據政府數字，截至今年首季，全港有約25.3萬個居屋單

位、約12.2萬個租者置其屋計劃單位，以及約9,100個房協住
宅發售計劃未補價單位。張炳良表示，相關單位供應受不少
因素影響，例如業主意願、成交價、市場氣氛等，因此當局
無從估計。
張炳良續指，包括二手居屋成交價在內的整體樓價，於利

率極低及資金充裕的環境下持續高企，但樓價變動受多方面
因素影響，例如住宅單位供應、物業交投量、按揭信貸情
況、利率水平、意慾購買者負擔能力、經濟情況、市民對後
市的預期，以及政府所採取任何可能對市場有影響的措施，
當局會密切監察物業市場價格變動。

遏炒賣措施 屬推行初期

張炳良又提到，為遏止炒賣，政府將配額分兩批推出，並
實施轉售限制。現階段只屬推行初期，會適時檢討計劃成
效，以決定是否繼續推行下一輪計劃。

房協維修舊樓 年度花8,8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房屋協會轄下

有20個出租屋 ，部分落成已逾半世紀。有居
民反映指，樓宇外觀及內部均已殘舊老化，房
協為確保大廈及單位結構安全，上年度維修開
支高達8,800萬元，主要用於單位翻新、重鋪公
共地方地台及升降機系統。房協昨日稱，轄下
屋 並沒有出現石屎剝落、鋼筋外露等結構性
問題。

每年全面檢查維修改善

房協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稱，房協
共提供約3.3萬公屋單位，屋 日常維修保養由
房協負責。房協每年會安排全面檢查，以及進
行大型維修及改善工程，2012至2013年度，共
花費約8,758萬元，包括維修及翻新大廈外牆、

更換及維修供水或排污系統、重鋪屋 路面、
改善消防系統、更新電力供應系統、增設升降
機、保養斜坡等。

按合約樓宇保養期履責

至於住宅發售計劃的單位，房協稱會依據樓
宇買賣合約提供樓宇維修保養期，履行維修責
任，現時所有該計劃下的屋苑維修保養期均已
屆滿。房協指，由於物業已出售予業主，制訂
較大型的維修及改善工程時，房協作為物業管
理人角色，須與屋苑業主委員會或立案法團商
討。過去10年，該計劃下的屋苑，有3宗主要維
修改善工程，分別為祈德尊新 、健康村重建
第一期及健康村重建第二期，費用介乎38萬元
至194萬元，支出由業主分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政府公布推算未來10
年總房屋需求為44.7萬個單位，運輸及房屋局向立法
會提交整盤數據。文件顯示，當局考慮因素包括住戶
淨增長、受重建影響住戶、居住環境欠佳住戶，以及
其他因素如投資需求、私樓空置率等。當中以住戶淨
增長百分比最多，佔房屋需求約66%。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李慧 昨日建議政府覓地建屋時可加入社區設
施，以混合式發展減低地區反對聲音。
立法會長遠房屋策略小組委員會昨日討論檢討公、

私營房屋需求。根據運房局提交的文件，推算房屋需
求須建基於很多變數，為顧及隨 時間的轉變，推算
方法和推算結果亦會每年檢討。此外，雖然不是所有
房單位居住環境均欠佳，但由於難以區分，故當局

將所有這類房屋需求全部視為未得到充分照顧，列入
房屋需求。
房屋需求推算結果，除了參考「政策二十一」 房

調查外，部分數字來自統計處《2011年人口普查》數
據及今年1月公布的最新家庭住戶推算，所以數據已考
慮人口老化、住戶人數減少等人口變化，以及其他影
響香港居民流動的因素，例如港人在內地生活及工
作、單非、雙非嬰等。

公私房屋比初步定6:4

結果顯示，由2013/2014年至2022/2023年度10年推
算期內，住戶淨增長為294,000戶、受重建影響為
24,700戶、居住環境欠佳為74,900戶，以及其他需求為
34,500戶。計及私樓空置率等因素而作出調整後，初步
得出總房屋供應目標為447,700個單位。長遠房屋策略
督導委員會表示，需要進一步研究公私營房屋比例。
據悉，初步擬定比例為6:4。

李慧 倡增社區設施減地區反對

不少議員促請政府加快興建公屋，以回應基層住屋
需要。不過，運房局常任秘書長 志高回應指，政府
已 力解決房屋問題，但市區覓地困難，又指有區議
員寧建私樓、居屋，也拒絕公屋落戶該區。李慧
指，地區聲音不是一面倒反對建屋，只是居民同時希
望可增加社區設施。她建議當局覓地興建公屋時，可
於相關地皮內同時興建社區會堂、學校等設施。 志
高承諾，於今年9月至11月房屋需求評估的公眾諮詢期
內，出席立法會公聽會，聆聽市民意見。
昨日會議繼續討論 房議題，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

雄詢問當局取締 房時間表。屋宇署代表表示， 房
是長遠的房屋問題，難以朝夕解決，當局目前最關注
的是消防安全問題。署方與消防處合作一年，巡視
6,500幢舊式樓宇，主要針對走火逃生路線，目標明年4
月完成。倘若發現有違規，會即時執法，包括發出清
拆令和檢控。

曾俊華（右二）與商界代表團參觀一間專門生產

針織衫的製衣廠，該廠所屬公司總部設於香港。

曾俊華訪柬埔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