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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金句：
環保是本屆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我任期的第一年，政府已
制定了全面及長遠的藍圖，並開展了一系列重大環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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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現時建
造中的5條新鐵路路線，將於2020年前陸
續完工。政府短期內公布2020年後鐵路
發展藍圖，更會積極考慮興建南港島線
（西段）配合當區發展需要。政府又會在
新市鎮及新發展區推廣「單車友善環
境」，由馬鞍山至屯門共長60公里的單
車徑建造工程會分階段進行，其中馬鞍山
至上水一段，預料今年第一季完工。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施政報告中表
示，鐵路發展策略顧問研究報告將在短期
內完成。當局參考報告後，將盡早公布新
的鐵路發展藍圖，訂定2020年以後新鐵
路項目。梁振英特別提出，會「積極考
慮」興建南港島線（西段），配合區內交
通和薄扶林區公營房屋發展需要。
梁振英回應了諮詢會中有市民對「單
車友善環境」的關注，當局將在新市鎮
及新發展區推廣，並正在大埔區推行先
導計劃，包括改善單車徑及單車泊位。
由馬鞍山至屯門共長60公里單車徑建造
工程會分階段進行，其中馬鞍山至上水
一段，預料今年第一季完工；其他路段
陸續動工。

鐵路藍圖將公布
擬建南港島線（西段）

專員掌區管會 深水埗元朗試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政事務

專員一直被指欠缺實權，特首梁振英在施
政報告中提出，加強民政事務專員角色，
成立由專員擔任主席、具決策權的地區管
理委員會（區管會），處理部分涉及公共
地方管理、環境衛生等問題，並決定在深
水埗和元朗兩區推行先導計劃。政府消息
人士指，計劃預料在今年4月推出，為期
18個月，至2015年8月止，期間會一直檢
討和考慮是否把計劃擴展至全港18區。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表示，2個多月前

舉辦的地方行政高峰會上，曾提議加強民
政事務專員角色，讓專員在地區上與區議
會攜手，統籌協調不同部門工作。因應區
情，政府積極回應市民訴求，決定在深水

埗和元朗兩區推行先導計劃，成立由專員
擔任主席、具決策權的地區管理委員會，
在區議會提供工作優次意見下，處理部分
涉及公共地方管理、環境衛生等問題。
他續說，特區政府會增撥人手和資源推

行先導計劃，藉以累積經驗，探索如何更
有效地逐步擴大落實「地區問題地區解
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理念。

擁執行統籌決策權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民政事務專員過去

一直只擔任聯絡和協調角色，成立由專員
擔任主席的地區管理委員會後，令專員具
有執行、統籌及決策權，「並非只增加人
手問題，而是賦予專員權力，（專員）昇

華至統籌決策」。
他透露，區管會成員將包括區議會屬下

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警務處、食環署、
地政署等不同政府部門。倘若成員日後發
現政府部門無執行成員提出的項目，可向
高層匯報，但相信「運用（匯報）機制機
會不大」。

兩區代表市區鄉郊
消息人士又解釋指，當局選擇深水埗和

元朗作為先導計劃地區，因為兩者分別代
表市區和鄉郊，前者是傳統舊區，近年亦
有公屋和私樓；後者則「有城有鄉」、天
水圍大型屋邨等，充分反映地區代表性。

助解決管理衛生問題

他續說，深水埗「三無大廈」林立，並
有環境污染，元朗則有蚊患、雜草叢生、
非法泊單車等問題，故在兩區推行先導計
劃，有利解決公共地方管理及環境衛生問
題。他預料計劃可在今年4月推出，為期
18個月，政府會一邊做，一邊檢討，再考
慮是否把計劃擴展至全港18區。
消息人士又強調，區管會只針對和解
決地區問題，從無考慮處理政治問題。
至於資源及人手增加和分配，則仍有待
落實。
此外，政府已於今年起提高區議員開支

償還款額，包括實質增加「營運開支償還
款額」達34%，並會在今年檢討並公布區
議員酬金安排。

政府為回應社會對源頭減廢和回收業的
關注，早前成立以政務司司長為首的

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就政府
如何支援聽取業界意見。行政長官梁振英昨
日在施政報告中宣布，已預留10億元設立
「回收基金」，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展，並
會制定基金具體應用細節。

聽意見再定款項用途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環保署每年經常開支

約29億元至30億元，今次推出10億元基金
是很大數目，顯示對支持回收業的重大承
擔。政府現時對如何運用該筆款項仍未有定
案，將在督導委員會聽取回收業界、持份者
等意見，但主要用途是幫助回收業持續發
展，並可提升回收業運作水平。

解決問題非單靠資金
消息人士又指，回收業內存在不同價值的

物料，並非單靠資金便可解決問題，例如土
地、碼頭泊位、行內訓練、勞工保險等一籃
子範疇，亦須研究。

梁振英又宣布，加大「社區環保站」規
模，由去年提出全港共5個，大幅增至18區
各設一個，由非牟利團體營辦，加強環保教
育，協助社區收集各類回收物料，讓綠色生
活扎根於社區，工程開支預計需要約4億
元。
政府消息人士補充指，「社區環保站」約

為1層高至2層高建築，主要協助收集冷
門、低價值廢物，例如廢電池、光管，再交
予回收商處理。政府會另外預留數億元，資
助18區站約5年日常營運開支。至於回收物
是否有償或無償向業界提供，則視乎市場運
作而訂。
消息人士指，全數18個環保站預料於3年

內陸續啟用。首個「社區環保站」設於沙田
石門，將於今年中建成。政府會就營運制定
指引，列出機構需要完成教育活動和回收成
績目標。署方下月會舉行簡介會，2個月後
展開招標工作。

宜資助缺經濟誘因物料
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劉耀成認

為，10億元用作支持回收業是一件好事，但
對金額需支持多種物料回收則顯然不足。他
認為，政府應向塑膠、木材、玻璃樽等缺乏
經濟誘因的物料提供資助；廢紙、五金等則
可作土地、批出短期租約予回收業等硬件配
套的支持。
目前，本港共有13個已修復堆填區，其中
5個已活化作公園、社區園圃、生態保育區
等用途；另有8個已修復堆填區仍有約18公
頃土地有待發展。梁振英宣布預留10億元，
設立「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劃」，供非
牟利機構、體育總會等申請撥款，發展康
樂、環保或其他社區設施。

射總擬申資助建射擊場
望后石谷修復堆填區多年前撥予香港射擊

聯合總會興建射擊場，但因資金問題，多年
來未有發展。總會認為，資助計劃是「雙
贏」重要政策，會考慮提出申請，又指會方
多年已自資逾300萬元研究，臨時靶場將於
今年內完工。整個射擊場待撥款批核後便會
立刻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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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快速充電器 推廣電動的士 擴廉署內審組「五管齊下」禁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繼續大

力推動環保交通工具。他表示，政府會推行試驗計劃，讓電動的士供應
商善用運輸署轄下停車場，增設快速充電器，鼓勵業界擴充電動車車
隊。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計劃涉及6個停車場，政府會安排地點，由供應
商自費提供50個充電器。雖然現時只有一間電動的士供應商參與計劃，
但消息人士指，了解到有其他供應商有意加入，強調建議並非偏幫一間
供應商。
政府又會在全港各區100個中速充電站縮短充電時間。據悉，現時全港

約有1,000個充電位置，政府和私人地點各屬一半，多為慢速充電，充滿
電需8小時。新設中速充電站充滿電只需4小時至5小時。

增購電動車 特首帶頭用
梁振英又宣布，政府會增購電動車，他和主要官員率先試用。消息人

士補充指，現時政府已有約200部電動車，今年將增購100部電動車，1
部至2部將提供予特首和主要官員試用。政府增購車輛時，會優先考慮電
動車。
專營巴士方面，政府早前已撥款予5間專營巴士公司購買36部單層電

動巴士。其中，九巴8輛超級電容巴士已於本月初招標，預計首批巴士於
年底到港。其他巴士公司招標工作亦會在未來2個月至3個月展開，預計
明年陸續到港。

立法限船舶用低硫柴油
政府又會以法例強制船舶使用低硫柴油，其中政府將於本周五就本地

船舶使用柴油含硫量，將由0.5%降至0.05%刊憲，並於今年4月1日起實
施。環境局會於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法案，規定遠洋輪船在香港泊岸後
轉用含硫量不多於0.5%低硫柴油，爭取明年生效，減少二氧化硫和粒子
排放。
環保組織「健康空氣行動」歡迎政府在運輸署轄下停車場增設充電器

或充電站，以推動電動車普及，並要求當局盡快就遠洋輪船泊岸轉用油
提交法案。同時，他們批評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未有提及啟德郵輪碼頭增
設岸電設施進度，促請特首責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盡快完成研究，落實
興建岸電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為堅守本港廉
潔城市的「金漆招牌」，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
加強肅貪，包括擴展廉政公署內部審計小組，處
理外間檢討報告指出的問題；檢討各決策局及部
門紀律守則，提升政府及公營機構廉潔管治。另
一邊廂，為繼續打擊跨境販毒，海關將成立專責
隊伍，加強與海外執法機關合作。警務處科技罪
案組會於今年升格為「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
科」，採用「五管齊下」策略禁毒。

小組處理外間報告提及問題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發表施政報告，打擊毒品

及加強肅貪將繼續是維持治安來年重點。報告中
指出，廉署為加強內部監控工作，將擴展內部審
計小組，處理最近外間檢討報告所指出的問題，
務求提升管治水平及確保遵守規例，以及提高署
內人員對風險與財務管理的意識。廉署又會與國
際電影節協會合作，舉辦以廉政電視劇集為主題
的宣傳活動，加強社區教育。
報告又指出，為加強緝毒執法與打擊跨境販毒

活動，海關將成立一支專責隊伍，加強與內地及
海外執法機關的聯繫，透過情報交流，加強現有
執法措施，堵截經機場及各陸路口岸進行的販毒
活動。政府又會繼續採用「五管齊下」策略禁
毒，包括推行全港反青少年吸毒運動、提升公眾
和家長對吸毒問題的認知、鼓勵發展戒毒治療及
康復計劃、採取嚴厲執法行動、鼓勵中學推行自
願性健康校園計劃，以及因應公眾諮詢結果，考
慮「驗毒助康復計劃」未來路向。

科技罪案組升格 護資訊系統
維持治安方面，將會有多項新措施推出，包括

籌備推行統一審核機制，處理在港提出的免遣返
保護聲請。另外，警務處科技罪案組將於今年內
升格為「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加強保
護重要基礎建設的資訊系統安全，並提升警方預
防科技罪案能力。報告又指，政府會根據「打擊
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建議，着手籌備設
立制度，偵查跨境轉運現金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
活動。

重視「非遺」倡創作 支持文化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政府為把香港打
造成融會多元文化的國際文化大都會，施政報告
提出多項措施。文化及藝術方面，當局計劃為市
民提供廣泛參與文化藝術的機會，讓有潛質人士
發展藝術才華。同時，政府會支持保存及弘揚傳
統文化，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等，並鼓勵藝術創
作，令香港成為文化交流重要樞紐。

商務局民政局襄助
在支持創意產業方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將制定

措施，鼓勵觀眾到戲院觀賞香港電影，促進香港電
影業發展。支援藝術及文化設施方面，民政事務局
來年會在牛頭角興建跨區社區文化中心，提升東九
龍地區文化設施；另會修繕香港藝術館，增闢展覽
空間，展示本地及國際藝術家作品。
此外，當局將繼續強化文化軟件，配合西九文

化區發展。同時，支持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申請
略為放寬西九文化區發展密度，充分發揮西九用
地發展潛力，提供更多支持文化藝術界發展的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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