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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藍隧最快2020年通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將軍澳居民現時主

要依靠港鐵和將軍澳隧道往返外區，但兩者於繁忙
時段均非常繁忙。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
當局已經就將軍澳－藍田隧道及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開展詳細設計工作，如各項工作進展順利，並得到
立法會撥款，將軍澳－藍田隧道最快可在2020年通
車，期望將軍澳跨灣連接路的落成時間可與將軍
澳－藍田隧道的通車時間銜接。
張炳良昨日以書面回覆議員質詢時表示，將軍澳

隧道現時繁忙時段的行車量/容車量比率約為1.13，
即交通會稍為擠塞，行車較緩慢，但形容情況尚可
接受。他指，由於連接將軍澳及九龍的其他道路非
常迂迴，難以起顯著分流作用，預計有關情況須待
將軍澳－藍田隧道落成後才可得到改善。

張炳良：盼銜接跨灣連接路落成
張炳良指，將軍澳－藍田隧道及將軍澳跨灣連接

路的詳細設計工作已經展開，現正按計劃推展。若
各項工作進展順利，並得到立法會批出建造工程撥
款，將軍澳－藍田隧道預計最早可於2020年通車，
並期望將軍澳跨灣連接路的落成時間可與將軍澳－
藍田隧道的通車時間銜接。
至於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提出研究興建直接

連接康城站和觀塘線的鐵路支線，張炳良表示，港
鐵自去年12月起實施將軍澳線「2+1」列車服務安
排，普遍受乘客歡迎。港鐵會繼續密切留意乘客對
將軍澳線的服務需求，並因應實際車務運作不時檢
討列車服務安排，但政府現時沒有計劃研究興建直
接連接康城站和觀塘線的鐵路支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小童可免費搭機場
快線。港鐵昨日宣布，由今年4月1日至5月3日期
間，3歲至11歲小童只要使用有正數餘值的小童八
達通，通過機場快線車站的出閘機或入閘機，即可
免費乘搭機場快線由香港、九龍或青衣站往返機場
站。
港鐵商務總監楊美珍表示，希望今次推廣可讓一

家大小在復活節假期出外旅遊時共享天倫，並為與
家人一同到機場觀光的小童增添樂趣。

小童下月免費搭機鐵

■港鐵昨日宣布，由今年4月1日至5月3日期間，
3歲至11歲小童只要使用有正數餘值的小童八達
通，可免費乘搭機場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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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申訴專員
公署前日批評學生資助辦事處的免入息審
查貸款計劃，其中擴展計劃的借款人很多
都拖欠還款，建議將嚴重欠款人名單提供
給信貸資料庫。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即
時發表聲明反對有關建議，認為會為日後
帶來巨大私隱風險；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
任宏昨日再次質疑建議是否太輕易交出市
民的資料，擔心會成為先例。他建議政府
可以考慮將追討欠款工作外判。
私隱專員公署前日的聲明指出，「有關

建議對於借貸人會否產生微不足道或不成
比例的負面效果，無人得知。」公署解
釋，涉及由政府部門向不受金管局監管的
商業信貸機構「環聯」，轉移借款人非常
私人及敏感的資料，而環聯的主要股東並
非以香港為基地，有關資料庫的信貸資料
評分欠透明度，其後果完全不能控制。

倡追數外判或入稟法庭追討
蔣任宏昨早在電台節目上再次重申反對

建議。他指信貸資料庫是銀行業界以封閉
方式管理的系統，現時未知道政府自願將
市民資料提供給商業機構，會為欠款人帶
來甚麼後果，可能是微不足道，亦可能是
不成比例地嚴重。蔣任宏建議政府可以考
慮將追討欠款工作外判，或入稟法庭追討
也是其中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學生資助事務處則回應指，私營信貸機

構將拖欠還款者的負面信貸資料，交給信
貸資料庫是行之已久的合法行為，對貸款人並無不
公，而且措施對拖欠還款有一定阻嚇作用。學資處
又說，向學生提供毋須入息資產審查的貸款是極大
優惠，還款安排亦非常寬厚，認為要求申請人同意
一旦拖欠還款，可將信貸資料交給資料庫的條件殊
非過份，處方將繼續與私隱專員磋商，期望可將申
訴專員的建議付諸實行。

■蔣任宏建
議政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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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團農團質疑農業園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新農業政策的

公眾諮詢期本月底結束，多個環保及農業團體昨
發表聯署信，批評政府的政策，包括收地興建農
業園，但面積僅佔全港農地面積不足2%，團體
質疑政府浪費公帑，無助本港的農業發展，亦無
正視本港農業積存已久的問題。有農業團體更建
議政府制訂蔬菜自給率至少30%，作為農業政策
的方向及目標。
是次的聯署信由11個團體聯同發表，長春社助

理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指出，在諮詢文件內，政
府提出收地興建農業園，以補償因發展而受到影
響農民，但農業園的面積僅佔70公頃至80公
頃，只佔全港農地4,523公頃的不足2%，他質
疑，利用公帑去收地，但面積有限，根本無助本
港的農業發展或保護。

盼改善休閒農場指引定義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環境保護主任（本地

生物多樣性）劉兆強又表示，政府建議發展休閒
農場，但現時對休閒農場並沒有清晰的指引及定
義，導致有所謂的休閒農場內，設有需鋪設石屎
的設施，如燒烤場、遊樂設施，有可能令農地不
可以復原，嚴重破壞環境。
劉兆強批評，現存城規條例不足以保護農地，

導致農地並非作農業用途，在2012年至2014年
間，向城規會申請在「農業」地帶內興建丁屋的
個案，成功比率是超過六成。團體亦指，政府向
農地擁有者及發展商製造不必要的期望，令他們
傾向囤積農地等待發展，而不再出租，導致有農
地被荒廢。

倡菜自給率30% 料增投身耕種
馬寶寶社區農場成員卓佳佳指出，在上世紀80

年代前，香港的蔬菜自給率曾達50%，後來農業
逐漸式微，自給率至今已下降至2%，而鄰近地
區或國家，如上海、北京及新加坡等地的政府均
有制訂蔬菜自給率，香港則沒有相關制定。她建
議香港制訂蔬菜自給率至少30%，作為農業政策
的方向及目標，又稱本地的農夫人數達4,000多
人，相信有明確的政策方向，會有更多人投身耕
種行業，可滿足30%的自給率。
團體促請政府改革現行的城規制度，確保「農

地農用」，並加強政府部門各相關條例下對農地
的保護，阻止本地農地面積持續下降；加強規管
休閒農場，包括界定「休閒農業」及休閒農場
內，所有土地用途的標準，以及保障農民的土地
使用權，如設立「荒地稅」、復耕補助，以改善
現時有近八成四農地被囤積荒廢的問題。

下周末又月全食
食足4個半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市民下月4日（星期六）將再
有機會觀賞到月全食過程。天文台昨日指，是次月全食整個過
程歷時約4個半小時，從食既至生光則有12分鐘。若天氣許
可，市民可觀賞到這次天文現象，而石澳、萬宜水庫東壩及大
帽山山頂等是較佳觀賞地點。
天文台昨日稱，是次月食的特點跟去年10月8日的月全食一

樣，都是在月出前已經開始，月亮會帶食而出，月出後約1小
20分鐘便會進入食既。由於月食時月亮的仰角較低，觀看地點
以可看見東及東南方地平線為佳，如石澳、萬宜水庫東壩、大
帽山山頂等。市民亦可透過由天文台、太空館、可觀自然教育
中心暨天文館、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及太陽館於當晚月出至半影
食終期間進行的聯合網上直播觀賞這次月全食。
太空館亦將於當晚6時45分至9時45分在尖沙咀星光大道中

段舉辦名為「月全食之夜」的活動。參加者可在太空館工作人
員的指導下利用天文望遠鏡觀賞月全食。

「連環四月食」第三環 下次9月
是次月食是自去年4月15日開始的「連環四月食」的第三
環。「連環四月食」是指連續4次發生、每次相隔6個滿月的月
全食。餘下的最後一環月全食將於今年9月28日出現，但不可
以在香港看到。上一次「連環四月食」發生在2003年至2004
年，而下一次將會在2032年至2033年即17年後才出現。

海園獲中國旅遊「奧斯卡」3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香港海洋公
園再獲業界肯定。中國遊藝機遊樂園協會日前
在北京舉行「2015中國文化旅遊產業發展高峰
論壇」，並頒發首屆「摩天獎」。香港海洋公
園在會上獲其中頒發3個獎項，包括「中國最
受歡迎主題樂園獎」、「中國主題樂園最佳活
動創新獎」及「中國主題公園行業領軍人物
獎」。
中國遊藝機遊樂園協會於1987年由業界代表

成立，以推動中國主題公園行業發展，現時有
逾300個企業會員。而首屆「摩天獎」被譽為
中國旅遊業的「奧斯卡」，評選委員包括30位
來自業內及及傳媒界權威代表，旨在表揚於去

年表現突出的主題公園。
是次海洋公園在首屆「摩天獎」，與另外12

個內地主題公園並列「中國最受歡迎主題樂園
獎」，同時海洋公園憑「海洋公園哈囉喂全日
祭」，獲得「中國主題樂園最佳活動創新
獎」。

李繩宗膺「行業領軍人物獎」
身兼中國遊藝機遊樂園協會副會長及安全委

員會主任、海洋公園副行政總裁李繩宗則獲大
會頒發「中國主題公園行業領軍人物獎」，以
表揚他對推動中國主題公園行業發展和提升遊
樂設施安全標準的貢獻。

■海洋公園日前於首屆「摩天獎」頒獎典禮，與另外12個內地知名主
題公園並列「中國最受歡迎主題樂園獎」。 海洋公園供圖

財爺：跨界扶貧項目起動助共融

逾九成人批家用石油氣價黑箱
3供應商定價屢同起共跌 鄧家彪：疑合謀定價應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企業社會責任近年備
受各界關注，不少企業在賺取盈利之餘，亦積極改善員
工待遇及致力扶助弱勢社群。社聯舉辦的「商界展關
懷」計劃踏入第十三年，並於昨日舉行社區伙伴合作展
暨嘉許禮及午餐會，讓不同界別人士一起探討伙伴合作
機會並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方案。出席活動的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出，隨着更多跨界別扶貧助弱項目
的起動，香港一定能夠繼續建設共融的社會，讓不同人
士和諧共處，實踐理想，為社會作出貢獻。

社聯嘉許2960企業機構
2014年度至2015年度共有2,960間「商界展關懷」
企業及「同心展關懷」機構獲嘉許。社聯主席陳智思
表示，該些企業於2014年度至2015年度合共支持了逾
460間社會服務機構，捐出逾4.4億元支持不同項目，
並動員企業員工參與逾18萬小時的義務工作，同時為
逾8,000名殘疾人士提供就業機會，是社會共同創造的
成果。
此外，逾70%企業及機構採取減碳措施，建立環保
生產過程；逾2,500間企業及機構亦致力提倡家庭工作
平衡，部分除了提供有薪假期及彈性上班時間外，亦
為員工提供托管及長者照顧服務，以至為他們的子女
提供假期實習工作等。
曾俊華昨在嘉許禮暨午餐會上致辭時指出，「商界
展關懷」計劃自從2002年策動以來，一直促進商界與
社福界的合作，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共融社會。
他表示，本年度的得獎機構當中，逾半數參與計劃超

過5年；逾15%得獎機構更參與超過10年，突顯它們
對實踐社會責任的持續承擔。

讚「關懷」成市民「良心機構」保證
他讚揚計劃不但提升企業的公民意識，其標誌更加

成為市民心目中「良心機構」的保證，「計劃多年來
亦增設不同獎項，多方面嘉許企業的社會貢獻，例如
『傑出融合獎』及『無障礙友善企業／機構』，這些
獎項的理念與政府推動的政策一脈相承。」

「攜手扶弱基金」額外注資4億
勞福局年前聯同社聯、康復諮詢委員會及香港復康

聯會，推展《有能者．聘之約章》及共融機構嘉許計
劃，透過公營及資助機構、商界與政府之間的協作，
促進殘疾人士就業，現時已有逾380間機構參與《約
章》計劃。
曾俊華又謂，當局將向「攜手扶弱基金」額外注資4
億元，進一步鼓勵官、商、民共同扶助弱勢社群。

■曾俊華指出，隨着更多跨界別扶貧助弱項目的起動，香港一定能夠繼續建設共融的社會。 聶曉輝 攝

近半居民不覺氣價有明顯下跌
國際石油氣價格持續低迷，本港石油氣價格隨之下
跌，但據工聯會今年2月訪問逾400名來自廣福邨、安
定邨、愛民邨、杏花邨及麗晶花園的居民顯示，該5條
使用家用石油氣的屋邨居民，未有感到石油氣價格明
顯下跌(44.74%)，亦不清楚石油氣價格每3個月調整一
次 (38.14% )，認為現時家用石油氣價格不透明
(91.44%)，反映居民普遍未能受惠於油價下跌。另有分
別逾80%及44%受訪居民，不滿現時收費水平及認為
石油氣公司有合謀定價之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昨日表示，現時本港只有
中石化、蜆殼及埃索3間家用石油氣供應商，去年1
月、4月、7月及10月，3間公司的石油氣定價不約而
同地設於每立方米42.2元、38.04元、39.16元及33.29
元；至今年1月的最新價格，亦同樣設於每立方米
30.61元，難以令人相信沒有合謀定價之嫌。

區議員：冬季使用高峰就加價
北區區議員黃宏滔表示，石油氣價格每3個月調整一

次，即使近月價格逐漸下調，但隨時可以在下次調整
時大幅度回升。他指，去年就曾試過由每立方米約33
元調高至41元，令基層市民苦不堪言。他又指，石油
氣公司往往在冬天調高收費，夏天才調低收費，惟冬
天正是使用石油氣的高峰期，並引述街坊所指，一家
四口家庭包括煮食及洗澡，夏天只需每月600元至700
元，但冬天可一下子上升至每月逾千元，情況令人憂
慮。東區區議員何毅淦則指，曾有打算將整條杏花邨
改為煤氣供應，但後來發現可能性近乎零，因樓宇已
有一定樓齡，又要更換喉管及供氣系統，可謂牽一髮
動全身。
鄧家彪表示，雖然油公司及中華煤氣收費與定價均

不受政府規管，但相比之下，中華煤氣透明度較高，
至少與當局簽訂協議，在調整收費時諮詢政府以及每

年向公眾披露公司資料，但油公司只是「自發地」設
立價格調整機制，往往令居民在價格調整後才獲知
會。他認為，不少居民已意識石油產品出現壟斷問
題，政府有必要制訂監管油公司措施及調查是否有反
競爭行為。鄧家彪指，已相約明日與環境局會面反映
問題，要求當局建立更透明的價格制度，並於下月尾
立法會中討論石油氣價格議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工聯會調查發現本港家用石油氣價格不透明，逾八成受訪

居民不滿現時的收費水平，亦有逾四成認為家用石油氣的價格沒有因國際油價下跌而下調。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現時本港3間家用石油氣供應商的定價多次同起同跌，難以

令人相信沒有合謀定價之嫌，加上其收費與定價均不受政府規管，政府有必要制訂監管油公

司措施及調查是否有反競爭行為。

■工聯會調查發現本港家用石油氣價格不透明，居民
普遍未能受惠於油價下跌，增加生活負擔。郭兆東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