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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發表在即，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昨在個人網誌發表文章，指一次
性反周期紓困措施雖然發揮了支援就業及
穩定經濟的作用，但當外圍經濟漸漸穩定
下來後，當局必須逐步取消有關措施，那
一天相信很快會出現。事實上，一刀切
「派糖」並非善用公帑的有效辦法，亦不
能從根本上解決貧窮問題。新年度的財政
預算有必要改變一次性「派糖」的慣性，
配合施政報告的扶貧政策，將資源重點投
放到長遠扶貧及發展經濟之上，以產生長
遠和持續性的社會經濟效益。

為應對金融海嘯對本港經濟的衝擊，當
局近年來採取了一系列紓困措施。自07/
08年度的財政年度至今，在7次財政預算
案中推出「一次性派糖措施」，總額高達
2,135.83億元，即每年超過300億元。當局
每年的大手「派糖」，無疑有助紓緩市民
的生活壓力，對經濟也發揮了穩定的作
用。然而，每年將一大部分的盈餘都派發
出去，不但令社會衍生每年例必「派糖」
的慣性預期，令當局制訂預算案處於被
動，而且未能有效解決貧窮問題。多年
來，政府共派發2000多億元，但整體的貧

窮問題卻未有顯著改善，說明「派糖」並
非解決貧窮問題的治本之途。

應該看到，當局在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
中，提出一系列扶貧安老助弱措施，破天
荒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對扶貧政策
作出長遠的財政承擔，把寶貴的資源用在
最該幫助的人群身上。有關政策將令本港
下個財政年度恆常開支增加二百億元。本
港的收入來源主要來自利得稅薪俸稅，約
佔總收入四成，賣地收入約佔一成半。這
些收入都受到經濟周期影響，並不穩定。
因此，當局有必要改變一次性的「派糖」
做法，將資源用在長遠扶貧工作以及推動
香港經濟發展的範疇上。這更符合社會的
整體利益。市民應理解支持。

扶貧助弱是當局施政的重中之重，但對
於社會上稅負最重、享用福利最少的中產
人士，當局也應照顧其訴求。中產人士是
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但面對通脹壓力不
斷增大，中產生活壓力同樣沉重。當局在
預算案可考慮適當減輕中產人士的稅負壓
力，讓社會各界都能分享到經濟發展的紅
利。

（相關新聞刊A2版）

「派糖」慣性須改變 加強扶貧謀發展
港鐵轄下的東鐵線昨日一日內發生兩宗電力

故障事故，大批乘客受影響。近年訪港遊客激
增，港鐵系統的負荷亦相應上升，港鐵必須加
強系統的更新換代，提升承載力，以滿足對港
鐵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同時，港鐵事故屢見
不鮮，管理層難辭其咎。當局須將只是針對港
鐵公司的罰款機制，同時適用於港鐵管理層身
上，才能發揮更大警戒作用，促使港鐵管理層
加強管理，全面提升鐵路安全和可靠性。

政府早前公佈《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
估報告》，預測2017年訪港旅客將達7000萬人
次，而旅客目前使用的芸芸公共交通工具，鐵
路佔了 55%。該報告指出，2004 至2012 年間訪
港旅客增加逾倍，由2181萬人次增至4862萬人
次。當中俗稱自由行的內地個人遊旅客更是急
增4.4倍，由426萬人增至2314萬人。同期，港
鐵總乘客人次由 10.89 億人次增加至 14.31 億人
次，增幅31%。港鐵被公認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鐵
路系統，以其安全、可靠程度、卓越顧客服務
及高成本效率見稱，備受遊客的歡迎。香港旅
客增多，自然令鐵路系統負荷增加，出現事故
的頻率難免上升。去年12月中至今不到兩個月
時間，港鐵已發生多宗涉及系統故障的事件，
反映港鐵系統提升負載能力的問題應予以高度

重視。
上月中，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在輕鐵天

水圍電纜發生故障後曾指出，港鐵系統有可能
出現老化，須要全面檢視，並提醒港鐵注意是
否系統有老化及需 要提升。本港鐵路系統營運
最少也有30年，面對遊客不斷增加，對鐵路服
務需求更大，港鐵的確須要與時俱進，全面檢
視和更新系統設備，提升運載能力，降低事故
發生的機會。

港鐵每日的乘客人次高達四、五百萬，發生
事故影響巨大。但是近期，港鐵接二連三發生
事故。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除了設備
老化、系統維護的問題外，更核心問題是管理
有疏忽，尤其是問責不足。港鐵管理層享受高
薪厚祿，出現事故卻從未有人需要問責，一直
備受詬病。根據港鐵與政府達成的服務表現協
議，若港鐵發生事故而服務中斷，可被罰款。
過去一年，港鐵估計全年罰款已超過2000萬，
但是依然事故頻生，說明罰款機制只針對公司
而不罰個人，未能產生應有的問責效果。要從
根本上減少港鐵事故，港鐵公司須增強管理層
的問責精神，將管理層的薪酬待遇與事故增減
掛鈎，以保持高水平的風險管理機制，確保港
鐵服務安全可靠。

加快設備更新 問責港鐵管理層
A3 重要新聞

東鐵一日兩事故 車頂爆火花
單軌雙行搶修4句鐘 恢復通車10分鐘又見閃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港鐵列車又出事，東
鐵線一日之內發生2宗電力事故。一列南行列車昨日上
午駛至大學站時，月台以南架空電纜發生故障，有乘客
聽聞車頂傳來巨響，繼而見有煙及閃光並有焦味，列車
停在月台上疏散乘客，事故影響東鐵大埔墟至火炭站需
單軌雙程行車，每20分鐘才一班車，其間港鐵提供接駁
巴士來往大埔墟與沙田疏導乘客，乘客怨聲載道。事故
中無人受傷，但有乘客因擠迫不適。港鐵搶修至下午3
時許恢復正常通車，但僅約10分鐘後，再有另一列南行
列車車頂冒出火花。運輸署已要求港鐵提交報告，有工
程師估計事故或與絕緣體老化有關，有立法會議員指港
鐵接連出事不能接受，認為要加強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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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理工大學機械工程
學系工程師盧覺強估計，港鐵昨日的事故是列車集
電弓碰觸電纜造成短路，令絕緣體損壞影響行車。
他懷疑事故可能與絕緣體老化有關。

3個月4電力事故
去年12月至今，港鐵已共發生4宗與電力故障有

關的意外，最長一次停駛近5小時，最短亦逾1小
時，影響人數最多達數十萬人。在上月港鐵連串事
故發生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已指出港鐵系
統有可能出現老化，需要全面檢視。他表示已提醒
港鐵注意是否系統有老化及需要提升。他又指，近
年港鐵全年故障數字仍然偏低，但承認近期事故卻
「有點頻密」。言猶在耳，港鐵昨日又出事故。

港鐵去年被罰或達2,550萬元
張炳良當日透露，根據「鐵路事故懲罰機制」，

港鐵去年被罰款總額可能達2,550萬元。「鐵路事
故懲罰機制」是以服務被延誤31分鐘或以上作判斷
準則，延誤事故首31分鐘至4小時，罰款由100萬
元至500萬元不等，之後每小時追加罰款250萬
元，罰款額上限為1,500萬元。如事故因乘客行為
引致、或惡劣天氣影響可豁免罰款。有關罰款會撥
入「票價優惠賬戶」，補助乘客車資。港鐵僅去年
或已遭罰款達2,500萬。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范國威質疑現行

「鐵路事故懲罰機制」的罰則，對每年賺大錢的港
鐵而言可能警告力度不足，立法會應作出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港鐵東鐵
線昨午故障期間出現「鹹豬手」。一名
男子在一班南行列車內，疑趁人多擠迫
出手非禮一名女乘客，在九龍塘站被女
事主召警拘捕。事發在昨日下午1時35
分，正當工程人員仍在大學站以南搶修
故障電纜期間，東鐵線除了大埔墟至火
炭採單軌雙程行車，其他車站的班次亦
受到延誤，列車逼滿乘客。
一名30歲女乘客，在一班擠滿乘客

由大圍開往九龍塘途中列車上，被一名
男乘客趁人多出手非禮，女事主直斥其
非，並報警求助。
警員在九龍塘站上車調查後，以涉嫌

「非禮」罪名將 35歲姓許男乘客拘
捕，案件交由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二隊跟進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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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老化需檢視 張炳良早已提醒

近期港鐵涉電力故障事件
日期

2014-01-22

2013-12-20

2013-12-17

2013-12-16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事件

輕鐵塘坊村站附近，清晨因絕
緣體損壞令架空電纜斷裂下垂
擊中列車車頂迸出火花，近百
乘客受驚，事故令8個車站停止
服務，5條輕鐵線需改道，2個
多小時始搶修完成。

觀塘線發生電纜故障導致供電
不穩，列車服務受阻，一列由
藍田站開往觀塘站列車車廂內
照明系統一度熄滅，並以龜速
行駛，有趕上班乘客斥港鐵故
障頻頻連累上班遲大到。

輕鐵706號線列車上午駛經天湖
站時，疑車頂冷氣機着火焚
燒，車長緊急疏散160名乘客
後，冒險駕駛列車開往4個站外
的洪天路緊急月台等待消防灌
救。

油塘站架空電纜鬆脫碰到列
車，致電力系統跳掣，將軍澳
線停頓近5小時，是港鐵22年
來最嚴重及封站時間最長事
故，數十萬乘客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近期接二連三發生咁多意外事
故，實在唔係幾好囉！」昨日天
氣轉寒兼整個上午下着毛毛細
雨，大批火車乘客要落車湧往輪
候港鐵提供的接駁巴士，大都口
出怨言，對港鐵近期接連出事大
表不滿。
「上車之後站站停，每個站停差

唔多10分鐘。」其中在粉嶺站上車
的曾小姐，雖然昨天是周日也要上
班，本來打算乘東鐵再轉港鐵到葵
涌返工，但因東鐵電力故障影響行
程受阻。曾小姐語帶埋怨地說：
「去到大學站有廣播叫落車，話有
接駁車出沙田。」她於是連忙下車
往乘坐接駁巴士去沙田，再入閘乘
東鐵繼續行程，「原本50分鐘便可
返到公司，結果要花個半鐘……」
令她大感不滿。

「無安排 好失望」
「無端端喺上水等成個鐘，無安

排，好失望。」一名女士帶着一對
子女由上水出九龍訪友，奈何遇上
港鐵故障，已提早出門亦變成遲
到。她表示在上水站等了1小時，
至大埔墟要再轉搭接駁巴士，她怒
氣沖沖地表示對港鐵安排十分不
滿。

冒雨等接駁巴 市民怨屢出事
■■東鐵大學站以南架空電纜發生故障期間東鐵大學站以南架空電纜發生故障期間，，消防員曾大舉到場戒備消防員曾大舉到場戒備。。

■東鐵故障期間，乘客在大埔墟站排長龍等穿梭巴士。

■■港鐵工程人員搶修東鐵線大學港鐵工程人員搶修東鐵線大學
站以南發生故障的架空電纜站以南發生故障的架空電纜。。

港鐵指事故是由於供電系統可能有故障及有絕緣體損壞引起，收
車後會詳細檢驗及調查原因。港鐵發言人指昨日大學站與火炭

之間有電力故障，影響大埔墟至火炭要單軌雙程行車，要20分鐘一
班車，而來往紅磡至火炭、羅湖至大埔墟要6分鐘一班；落馬洲至大
埔墟要15分鐘一班。運輸署發言人說，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
心在接獲港鐵通知發生事故後，即時通知其他主要公共運輸機構，
要求他們密切留意乘客需求及在有需要時加強服務，並與港鐵及警
方保持緊密聯絡，以作出適當的人群管理。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范國威指亦是今次事故受害人之
一，他表示港鐵近期接連發生意外，不能接受，認為要加強罰則。

乘客：「啪」一聲車廂燈光半暗
事發昨上午11時25分，東鐵一列南行列車駛至大學站時疑遇上電
力故障停在月台，全部乘客均要下車。乘客楊小姐稱，當時聽到
「啪」一聲響，車廂內燈光半暗，之後停留在月台，約5分鐘後職員
便通知全部乘客要下車。亦有乘客說看到事發列車出現閃光。其後
大批港鐵工程人員到場搶修，消防員則在旁戒備。記者看到距離列
車車頭約20多米外，有一條架空電纜折斷疑掉到路軌上，路軌附近
一個電箱亦有燒焦痕跡，亦有人看到列車第二卡車頂的集電弓移
位。
港鐵隨即在大埔墟安排免費接駁巴士往來沙田、大學、火炭至大

埔墟4個車站，並派出「客務快速應變隊」疏導及指引乘客轉車。在
大埔墟站一度有數百名乘客要由月台擠往巴士站轉接駁巴士。而在
九龍塘站，月台比平時假日更人多擠擁，有告示向乘客解釋事件。
而在旺角站，更有職員在大堂向乘客作出廣播。

車廂有焦味 電弓位閃火光
經搶修後，東鐵服務至下午3時19分復常，但約10分鐘後，有乘
客在大圍站登上南行列車，當駛經獅隧管道時聽聞車頂有「噗、
噗」聲，並見到有閃火，車廂內更有焦味。當抵達九龍塘站下車
後，乘客見車頂集電弓位置閃起火光，乘客要全部下車。
港鐵證實昨午3時半，一列東鐵往紅磡方向列車在駛至九龍塘時，
車頂有火光，車長見到有訊號顯示列車的供電系統可能有故障，車
務控制中心接報需要安排列車回廠檢查，車上乘客需改搭下班列
車，港鐵仍在調查事故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