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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鐵全稱「廣深港高
速鐵路香港段」，全長約26
公里，由西九龍向北伸延至
深圳與香港邊境，並與高鐵
內地段連接。高鐵在港不設

中途站，唯一的總站位於西九龍文化藝術
區的北面，經由行人天橋及隧道連接港鐵
柯士甸站及九龍站。
本港的高鐵工程於2000年 5月最先提
出，當時公布的《鐵路發展策略2000》構
思一條「區域快線」，由紅磡車站為起
點，經石硤尾接駁至邊境，再接駁深圳鐵
路至廣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2006
年2月6日指示當時的九廣鐵路以共用通道
方案作進一步規劃，即以西九龍作總站，

並與現時西鐵線共用部分路軌，再興建北
環線連接落馬洲。
不過，2007年8月2日時任特首曾蔭權宣

布高鐵香港段採用「專用通道」方案，並於
2007年10月將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列為
施政報告十大基建項目之一。行會於2008
年4月22日批准由港鐵就廣深港高速鐵路香
港段，進行進一步規劃及設計，並於2008
年7月獲立法會財委會批准撥款27.826億元
進行鐵路設計和地盤勘測工作。

反對派拉布推遲動工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其後於2009年10

月20日批准高鐵香港段的方案及修訂方
案，並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展開工程，

其間卻遭部分市民反對在西九龍設總站，
提出將總站改至錦田，同時菜園村搬遷引
起社會更大迴響，財委會審議期間，有市
民在立法會外集合，亦有反對派議員就撥
款表決進行拉布，至2010年1月16日正式
通過高鐵669億元撥款，並隨即於2010年1
月28日動工。
港府已決定採用經營權模式，由政府出

資委託港鐵公司規劃和興建高鐵香港段。
而工程完成後，港鐵將獲政府邀請按服務
經營權協議經營高鐵香港段，並向政府按
年繳付服務經營費。

料每行車每小時載客1萬人
當局預計，高鐵建成後，列車在港最高

行車速度為每小時200公里，而來往西九
龍站至深圳福田只需14分鐘，西九至深圳
北需時23分鐘，來往香港至廣州南也只需
要48分鐘。而高鐵香港段啟用初年香港往
深圳北平均每15分鐘一班，香港往廣州南
平均每30分鐘一班。而高鐵班次最頻密時
可達每3分鐘一班，每個行車方向每小時
最高可接載約10,000名乘客。
高鐵香港段落成後，亦可連接內地的高鐵

網絡，乘客毋須轉車便可由香港乘坐高鐵直
達內地多個主要城市。通車初期，每日將有
24對列車來往全國15個城市，之後會逐步
增加至每日33對列車，到達內地的廣州、
廈門、上海、武漢、長沙、西安、北京等16
個主要城市。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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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資669億元的高鐵香港段工程，未能
如期在明年完工。港鐵昨午召開記者

會向公眾致歉及為工程延誤解畫。港鐵公
司總經理蔡豐松指，工程延誤的主因是上
月一場黑色暴雨，令元朗七星崗至大江埔
一段的擋土牆失效，沙石夾雜雨水沖入隧
道內，浸壞了負責挖掘隧道的大型鑽挖
機，估計最少延誤9個月。他強調，港鐵曾
與承建商商討不同的補救方案，但無論哪
個方案，工程都會延遲9個月，直言「好難
補救」。

地質複雜施工有困難

除了天雨之外，蔡豐松又指，西九一帶
的總站、過境段隧道的石層狀況及複雜地
質，都令工程變得困難。他解釋，西九總
站的石層含孤石群，加上錯綜複雜的地下
公共管綫，很難用機器去鑽探，要將石頭
打走亦有難度；而在經過深圳河之後的隧
道，涉及濕地保護區，鑽探亦有困難，故
未能如期完成。當被問及是否事前準備不
足，蔡豐松承認西九總站工程範圍大，鑽
探有盲點，地底岩石層較預期高及堅硬，
令工程受阻。
其實高鐵在去年已被多次傳出工程會有延

誤（見另稿），但港鐵一直否認。張炳良昨
日表示，周末才接獲港鐵通知，對工程延誤
感到非常驚訝和意外。昨日記者會上，記者
多次追問港鐵何時通知政府工程有延誤，蔡
豐松及港鐵工程總監周大滄只是不斷重申，
工程十分複雜，他們已不斷想辦法克服。多
名立法會議員都質疑港鐵是以水浸為藉口，
隱瞞工程早已延誤的消息。

陳恒鑌王國興質疑港鐵蓄意隱瞞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陳恒鑌表

示，對工程延誤感到失望及遺憾。他指，
立法會去年已擔心高鐵工程會未能如期完

工，故多次詢問港鐵工程的進度，但港鐵
卻「實牙實齒」向立法會保證，工程一定
能在2015年完工，港鐵昨日卻突然宣布要
延誤，不禁令人懷疑是因為「紙包唔住
火」，因為今年已是2014年，離期限只有
一年，故以水浸為藉口，隱瞞工程早已延
誤的消息。他續說，若港鐵之後再向立法
會要求增加撥款，立法會就騎虎難下，只
能批出。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委員王國興認為，

港鐵是蓄意隱瞞工程延誤的消息。他說，
上月底水浸，港鐵都沒有第一時間告知政
府及立法會，而去年港鐵與立法會議員實
地視察西九總站時，港鐵亦絕口不提石層
狀況及地質複雜的問題，反而不斷重申
2015年定能完工。王國興強調，今次延誤
事件的責任在於港鐵，認為港鐵應到立法
會就事件交代清楚。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黎廣德亦認

為，港鐵的解釋不盡不實，港鐵一年前的
報告已顯示，因前期工作及勘探不足，估
計延誤超過三百日，但港鐵今日的公布並
無提及這些細節，令公眾未能掌握問題所
在。他更指，路政署有監察小組跟進高鐵
工程進度，但署方卻無向當局報告。

高鐵香港段延誤
消息早於去年已多
次傳出，當時有報
道指出，承建商估
計工程延誤最少1

年，且鐵路工程較合約價超支
44億元。政府及港鐵當時都一
直否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
良當時公開回應表示，指按港鐵
評估，高鐵如期建成及成本不超
支的目標可以達到。他又指，高
鐵工程按計劃進行，港鐵有定期
向局方提供資料。港鐵當時亦指
出，工程目標於2015年完工，
港鐵會按合約條款支付承建商額
外開支，估計不會令項目超支。
其實，高鐵香港段工程早於去

年已多次傳出延誤消息，有傳媒
據稱獲得機密文件，顯示按當時
進度，估計延誤最少1年，而鐵
路工程則已較合約價值超支
12%，達44億元。文件又指，
施工期只過了五分之三，鐵路工
程有近50億元應急費用，但扣
除超支的44億元後，已差不多
用盡應急費，日後更可能再有巨
額超支，以及因工程延誤而出現
數以十億元巨額計索償。另有媒

體去年亦稱取得多份工程內部文
件，顯示西九龍總站北翼工程由
2012年7月開始已經落後，到去
年1月更惡化至落後386日，超
過一年。

稱撥款已預留應急錢
對於延誤的消息，張炳良當時

在一公開場合回應表示，運房局
一直有與港鐵公司緊密聯繫，並
「一直以來以高鐵能夠如期建
成，及開支方面建造成本不超出
預算，作為很重要的目標」，並
指至當時為止，按照港鐵公司給
予港府的報告，有關準時完工的
目標是可以達到的。
此外，港鐵當時在回應傳媒查

詢時否認高鐵工程超支，指在政
府的撥款中，已預留款項，應付
建造過程中不能預見的情況，而
根據現時估算，應急費用足夠應
付，又指工程預計可如期在
2015年完成。對於港鐵南昌站
被指因應高鐵工程而要拔除逾
200支已打好的樁柱，港鐵表示
樁柱與高鐵隧道有所牴觸，因此
需要進行修改及移除。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
盛）對於高鐵香港段需要延誤，曾
任九鐵主席的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主席田北辰認為，當局要向
港鐵追究責任。他認為，延誤會造
成天文數字的超支，應急撥款肯定
不足以支付。不過，港鐵公司總經
理蔡豐松昨日在記者會上再三強
調，高鐵的主要工程都已批出合
約，應急撥款是足以補貼延誤所產
生的開支，應該不需再到立法會要
求增加撥款。
田北辰認為，延誤將造成天文

數字超支，高鐵工程的應急撥款肯
定不足以支付。他說，即使有消息
指西九總站出現意想不到結構性問
題，港府仍需要向港鐵追究責任，
他又擔心港府內沒有足夠專業人士
鑑定港鐵進度報告。然而，蔡豐松

昨日在記者會上卻強調，高鐵的主
要工程都已批出合約，港鐵會以謹
慎態度處理應急款項，應該不需就
超支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未有回應工程會否超支
港府就整個高鐵工程撥款669億
元 ，又根據港鐵提交鐵路事宜小
組委員會的文件顯示，截至去年
11 月，工程批出的合約總值為
448.13億元；尚未解決申索的預算
金額為51.69億元，應急撥款就是
從餘額中撥出，即最多只有169億
元。對此，政府表示已成立項目監
管委員會，由路政署署長擔任主
席，成員亦包括運房局和港鐵代
表，每月都會開會檢討項目進度，
並向張炳良直接報告，但沒有正面
回答工程會否超支。

田北辰：當局應追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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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對高鐵香港段工程延誤感到驚訝
及意外。 梁祖彝攝

■錦田隧道出現嚴重水浸。■黑雨導致隧道鑽挖機損壞。

■■蔡豐松表示蔡豐松表示，，西九總站的石層狀況及地質複雜西九總站的石層狀況及地質複雜，，加加
上錯綜複雜的地下公共管綫上錯綜複雜的地下公共管綫，，都令工程變得困難都令工程變得困難。。

■■高鐵香港段總站綠化廣場模擬圖高鐵香港段總站綠化廣場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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