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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羅繼盛羅繼盛））港鐵再有新線通港鐵再有新線通

車時間可能推遲車時間可能推遲。。原定今原定今

年底通車的港鐵西港島年底通車的港鐵西港島

線線，，由於西營盤站土質鬆由於西營盤站土質鬆

軟軟，，情況複雜情況複雜，，港鐵需要港鐵需要

用較緩慢的凍土方式進行用較緩慢的凍土方式進行

隧道鑽挖工程隧道鑽挖工程，，奇靈里出奇靈里出

入口須延至明年第入口須延至明年第44季開季開

放放。。雖然港鐵指該出入口雖然港鐵指該出入口

不會影響西港島線進度不會影響西港島線進度，，

但工程進度一旦受阻但工程進度一旦受阻，，西西

營盤站第一街及第二街出營盤站第一街及第二街出

入口亦勢難啟用入口亦勢難啟用，，屆時西屆時西

港島線縱如期今年通車港島線縱如期今年通車，，

亦會亦會「「飛站飛站」」不停西營盤不停西營盤

站站，，西營盤站會延至明年西營盤站會延至明年

首季啟用首季啟用。。但若後備方但若後備方

案未能實行案未能實行，，整條西港整條西港

島線的通車時間將延至島線的通車時間將延至

明年首季明年首季。。

港鐵工程再爆延誤 西營盤站阻滯「賴地軟」

西西港港島島線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廣盛）南區區議會昨日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港
鐵南港島線東段工程滯後的問題。港鐵表示，要等到今年年底，才能夠
確定可否在2015年通車。多名區議員都批評港鐵在區議會月中的會議上
仍堅稱工程進度良好，數天後在傳媒查詢下才承認工程滯後，形容港鐵
與區議會之間信任盡失，要求港鐵要開誠布公。

南港島線如期通車成疑
港鐵昨日向南區區議會交代南港島線東段工程延誤，表示仍然要等到

年底，才能確定可否在2015年通車。港鐵南港島線土木工程項目經理黃
健維解釋，目前南港島線東段工程整體已完成逾60%，當中南風隧道爆
破鑽挖工程完成逾85%，但由於金鐘站的擴建工程不能影響現有荃灣線
和港島線運作，加上該站附近高樓林立、有許多公共設施及路窄車多，
要面對的技術挑戰很大，正研究解決方案。黃健維強調，工程人員仍視
2015年完工及通車為目標。
民建聯區議員朱立威表示，不滿意港鐵解釋，認為港鐵作為一間大公

司，接手過多項大型工程，無可能會犯下有關錯誤，質疑港鐵過於輕視
南港島線東段工程。他又批評，港鐵於年初已知道工程有滯後的情況，
卻一直不公開，坦言不會再相信港鐵任何說法。他要求港鐵每個月都要
向南區區議會提交進度報告，又促請路政署協助監察。
路政署鐵路拓展總工程師伍德榮則表示，未有收到港鐵修改通車時間

表的通知。他指港鐵已應當局要求，於今年2月提交部分追趕工程進度的
方案，例如將金鐘站的機電設施遷移，路政署會繼續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港
鐵西港島線建造工程受西營盤站B出
入口行人隧道工程影響，通車日期出
現變數，但新線另外2個車站的工程
進展良好，已在站內安裝車站設施。
新車站將設置新款雙屏幕售賣機，集
買票、增值、查詢功能於一身。出入
閘機亦為流線型設計，具節能效果。

增值售票查詢 一機三用
現時港鐵西港島線整體工程已完成
約90%，當中上環站至堅尼地城站約
3公里隧道已於2012年貫通，軌道工
程亦已於去年7月完成，供電工程亦
於今年2月完成安裝。各鐵路系統包
括架空電纜、訊號系統及月台幕門已
展開測試。港鐵上月開始於深夜服務
時段結束後，安排不載客列車在上環
與堅尼地城間來回行駛。列車動態測
試將於今年第三季起進行，直至西港
島線通車，並於第四季展開試運。
車站亦已陸續安裝設施，當中以堅

尼地城站進度最快。港鐵昨日安排傳
媒參觀堅尼地城站，站內結構工程已
大致完成，售票機、出入閘機、客務
中心及月台幕門等已完成安裝。車站
大堂以湖水藍作為主色，再以海旁景
色、百年樹牆、魯班先師廟的相片作
襯托。
西港島線3個新增車站將設置共

21部新設計的多用途售票機。港鐵
車務營運主管(東面網絡)李聖基表
示，售票機以雙屏幕設計，可作八
達通增值、售賣單程票及車票查詢
共3個功能。而乘客選擇車站購買
時，亦會顯示車程所需時間。由於
新售票機安裝於牆壁上，新設計較
舊售票機節省空間。
車站的出入閘機亦以流線型設

計，空間較現時闊，並有節能效
果，包括使用LED燈，能夠作睡眠
狀態。出入閘機亦是活板設計，而
非傳統的轉棍閘機，方便懷孕婦女
和傷殘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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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上月開始於深夜服務時段結束後港鐵上月開始於深夜服務時段結束後，，安排不載客列車在上安排不載客列車在上
環與堅尼地城間來回試運行環與堅尼地城間來回試運行。。 港鐵供圖港鐵供圖

■西港島線出
入閘機採流線
型設計並具節
能效果。圖為
港鐵總經理
(西/南港島線)
姜 盛 南 ( 左)
與港鐵車務營
運主管李聖基
示範出入閘。

梁祖彝 攝

恐

港鐵西港島線全長約3公里，會建造堅
尼地城、香港大學及西營盤共3個地

底車站，以連接現時港島線的上環站。西港
島線啟用後，市民從堅尼地城前往上環與尖
沙咀，分別只需8分鐘及14分鐘。

九成完工 一出口難如期使用
港鐵總經理(西港島線/南港島線)姜盛南昨
日表示，港鐵西港島線整體工程完成度已達
90%，但西營盤站的車站出入口B及相關地
下行人通道的工程卻出現滯後。港鐵解釋，
由於該地點土質鬆軟，地下水位相當高，土
層移動亦會非常容易影響地面樓宇。為確保
施工安全，港鐵需採用凍土技術，緩慢地挖
掘地底行人通道，令西營盤站出入口B工程
出現滯後。現時行人隧道已完成80米挖掘
工程，餘下20米亦即將展開。
姜盛南指，相關土木工程完成後，仍需數
個月時間為出入口安裝升降機。港鐵現時仍
相信可於今年12月完成西營盤站6個出入口
中的其中5個，但位於奇靈里的B3出入口
則需延至明年第4季啟用，且時間上非常緊

張，沒有緩衝時間。而若再有任何阻礙，
B1及B2出口工程進度亦有可能受影響，令
該站近半數出入口未能如期啟用。
港鐵表示，近日已向政府提交後備方案，
一旦西營盤站未能如期啟用，西港島線仍會
於今年12月通車，但列車不會停西營盤
站，而西營盤站會延至明年第一季啟用。不
過，若後備方案亦不能實施，西港島線全線
會順延至明年首季投入服務。

保全線通 運房局續密切監察
港鐵強調，現已努力推進工程，並仍以今
年底3個車站全面開通作為目標，今次交代
後備方案只是增加透明度，向公眾、社區人
士分享工程資訊，未來數月會密切注視項目
進度，10月會交代西港島線確實通車日
期，以及是否需要採用後備方案。
至於一旦西營盤B出口有延誤，為何不

先啟用西營盤站的其餘出口，港鐵指B系
出入口已佔該站半數出入口，在考慮乘客
安全、事故疏散及車站通風等問題下，需
待B1與B2出入口工程完成後，才可啟用

西營盤站。
運輸及房屋局表

示，港鐵在上周四
向路政署表示，除
了奇靈里出入口將
未能配合西港島線
於今年 12 月通車
時開放使用外，第
一街／第二街出入
口基於行人通道挖
掘工程的難度，預
計於今年 12月才
能完工。 如工程
一旦出現滯後，以
致該出入口無法於今年底開放使用，基於消
防安全考慮，西營盤站亦將未能同步啟用。
運房局認同港鐵有需要就西港島線的通

車安排擬定後備方案，路政署及相關政府
部門會繼續緊密監察西港島線的工程進
度，並致力為西港島線的設施進行安全檢
測及批核，以期西港島線能如期順利全線
通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日前有報
道指有一批工程用的爆炸螺絲疑因生產過
程出錯，令螺絲拉力大減60%至70%，包
括高鐵工程在內的部分港鐵鐵路項目均有
使用出事批次的螺絲。港鐵昨日回應指，
已就螺絲進行測試，並確認其質量符合港
鐵標準及政府規定。
懷疑出問題的爆炸螺絲是來自生產商喜
利得（Hilti）。報道指，喜利得於上月10
日向承建商禮頓發出的文件指，「HSL-3
M24」系列三款於2011年5月至2013年8
月生產的爆炸螺絲批次，在生產過程出現
錯誤，錐形組件的磨擦塗層不足，令螺絲
無法完全撐開螺絲錨抓緊石屎，拉力大減

60%至70%。
報道又引述有關文件指，曾使用涉事螺

絲包括港鐵高鐵及南港島綫工程，當中高
鐵工程用於西九總站、西九總站連接隧道
（南）、謝屋村至石蔭隧道；南港島線工
程則用於各個車站、鐵路隧道、高架橋及
香港仔海峽橋工程。另外，中環灣仔繞道
的中環交匯處及中環填海第3期工程亦被
指有使用涉事螺絲。

嚴格驗收 加強複檢
港鐵昨日回覆查詢時澄清，高鐵香港段

項目的隧道、機電工程部分均沒有使用有
關類型的螺絲。而高鐵西九龍總站工程

中，部分臨時支撐有使用該型號螺絲，但
只屬會移除的臨時裝置；而南港島綫(東
段)則在黃竹坑段明渠壁上的污水管支撐架
固定裝置上，有使用少量該批次螺絲。
港鐵指，在接獲螺絲供應商喜得利通知

後，已要求承建商跟進對曾使用該型號的
螺絲在安裝過程進行拉拔測試，以確認符
合有關的工程設計要求，而承建商亦已回
覆所有螺絲符合拉力負載的要求。至於未
使用的相關型號螺絲，已由生產商回收。
發言人強調，港鐵有既定程序去監控工
程用料的品質及進行驗收，承建商需要在
施工前按要求提交用料的詳細資料，供港
鐵及有關部門作審核。港鐵並考慮到螺絲
生產時可能出現品質偏差、安裝時手工可
能有差異等因素，要求承建商使用前必須
先進行複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港鐵沙中線地盤除早前挖掘出多個宋代至
晚清古井外，近日又發現2個古坑，以及一些相信是宋元時期的石條。古
物諮詢委員會昨早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沙中線聖山範圍的考古工作，以
及如何保存2個古坑。古諮會主席林筱魯會後表示，港鐵堅持在較靠近宋
代古井遺址的位置施工，令人憂慮。他認為，身兼古物事務監督的發展
局局長陳茂波，可利用政府內部平台，探討是否有港鐵建議以外的其他
方案，確保工程進行的同時不會影響古蹟。
對於如何保存宋代古井，港鐵在兩周前的古諮會會議上，曾建議在宋

代古井等古蹟範圍內，興建一幅閘板作保護，以繼續進行其他鑽挖工
程。古諮會當時已質疑，最近的閘板距離古井只有約一米，太接近古
蹟。林筱魯昨日表示，多名委員已反覆詢問港鐵是否有其他方案，可降
低工程對古井的影響，惟港鐵至今仍堅稱該方案在工程上「最可行」，
情況令人憂慮。

冀陳茂波介入協調
林筱魯認為身為古物事務監督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可利用政府內部

的協調平台，探討有否其他可行方案，「若工程必須按港鐵建議的方案
進行，希望有任何事故發生時，港鐵能以『警報』方式，及時向古諮會
匯報。」
林筱魯表示，目前未能確定新發現兩個古坑的用途，但強調其歷史價值不

比古井低，惟雨季即將來臨，兩個坑應如何保存則令人傷腦筋。康文署的考
古專家則指，雙圓型坑的木質遺跡暴露於空氣就會枯乾，可能導致爆裂，現
場保存環境很差，故底部的木結構已移走，並暫時填了沙土作保護。
另一委員、考古學家呂烈丹強調，從考古學角度，難以每次有發現便諮

詢公眾，「如果係咁十年都搞唔完」。呂烈丹又指，一有發現古蹟便盡量
拿走保存，才能繼續向下挖掘，不可能任何物品都原封不動地原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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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爆炸螺絲」拉力合格

古諮會憂施工太貼毀宋井

車站設施先進 流線閘機節能

■■堅尼地城站的客務中心為堅尼地城站的客務中心為
開放式設計開放式設計。。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港鐵新線工程屢見延誤
西港島線 (原定2014年通車)

原因：西營盤站B3出口延至明年第4

季啟用，西營盤站甚至全線可能需延

至明年第一季才通車。

南港島線 (原定2015年通車)

原因：整體工程完成約60%，但金鐘

站高樓林立影響施工，個別工程出現

進度滯後，目前仍爭取2015年完工。

觀塘延線 (原定2015年通車)

原因：整體工程完成約60%，但黃埔站

人口密集和地底有地下設施，個別工程

出現進度滯後，仍爭取2015年完工。

高鐵 (原定2015年通車)

原因：受高鐵總站石層、隧道鑽挖機

損毀及跨境隧道進度落後影響，需延

至2017年通車。

沙中線 (大圍至紅磡段原定2018年通

車)、(過海段原定2020年通車)

原因：土瓜灣站工地發現宋元遺跡及

文物，工地需進行考古工作，最快今

年第三季才知道對工程的影響。

飛飛站站通通車車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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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五月初二 初九芒種
港字第23463 今日出紙4疊15大張 港售7元

星
期
五天晴酷熱 局部驟雨

氣溫28-33℃ 濕度：6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