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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切線睇漏眼 郭家麒撞鐵騎田北辰促港鐵避免再飛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港鐵日前發生罕見事
故，有列車入錯路軌引致「飛站」。曾任九鐵主席的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引述港鐵解釋事故涉系統及人為問
題，他直言事故不可接受，促請港鐵研究問題並避免
同類事故再發生。

批入錯編碼不可接受
田北辰昨出席一活動時接受傳媒提問，他引述港鐵解
釋指列車入錯路軌的原因涉及系統及人為問題，難有方
法防止出錯，田北辰指「列車行行下會失憶唔知自己要
行邊條線」，情況之前也出現過，控制室的職員當時就
要輸入編碼引導列車重新啟動，而是次意外是職員輸入
了錯誤的編碼，令列車入錯路軌「飛站」。
他直言事故不可接受，他又表示雖然問題難以避
免，「但難都要研究」，以避免同類事故再發生，港
鐵也須調查是否因培訓不足引致人為出錯。
事故發生在星期五晚，一列東涌綫列車在香港站開出
後行錯機場快綫路軌，在跳過九龍站及奧運站後，才返
回東涌線路軌，駛至南昌站開門上落客。港鐵其後向公
眾道歉，並指事故沒有影響行車安全及列車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新界西）郭家麒遇上交通意外，他昨日駕駛私家車
在九龍城聯合道切線時，撞及鄰線電單車，對方頓失
平衡車翻人仰，警員及救護員到場，證實郭與鐵騎士
俱無受傷，事後願意和解，郭負責對方鐵騎維修費。
警方列作交通意外無人受傷事件處埋。
現場為九龍城聯合道近衙前圍道向太子道西方

向，昨日中午12時許，55歲的郭家麒駕私家車駛經
上址時切線，突與一輛電單車發生碰撞，電單車30
歲姓葉司機即時人仰車翻，未幾警員及救護員到場，
證實兩車損毀輕微，電單車司機及郭家麒均無受傷，
亦能通過呼氣酒精測試。
郭家麒事後表示，他駕車經過肇事路面，見右邊

有車突然「閃過」，於是「避一避，向一向左」，結
果意外撞及左邊的電單車，他稱「當然冇人會想有車
禍，最慶幸係冇損傷」。他已與電單車司機接受警方
建議自行和解，並會負責對方車輛的維修費。

網民：未留意「盲眼位」肇禍
有網民拍下意外發生時情況並上載討論區。從網

上圖片可見，郭在撞車後有上前察看倒地鐵騎士情
況，但未有蹲下細看傷勢。網民則紛紛表示涉事私家
車的位置明顯橫亙路上，相信當時有人切線時碰及電
單車始知發生意外，再立即扭回軚，致令私家車橫亙
路中，有網民估計郭可能在切線時未有留意到俗稱的
「盲眼位」而肇禍，幸當時車速不快，否則電單車司
機傷勢一定不會輕。

■郭家麒在意外後落車了解遭撞倒鐵騎士的情況。
網上圖片

新民黨倡設土地發展局長遠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嘉儀）新民

黨自3年前宣佈政綱以來，昨日公佈長
達20頁新政綱，內容涵蓋房屋、經濟及
教育等11個範疇，包括要求特區政府撥
款500億成立土地發展局，專門處理長
遠土地規劃；針對居住於劏房或籠屋等
基層及無上樓市民推出新的「首置計
劃」等。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香港
社會過去兩年社會花了大量時間處理政
制爭拗，而「佔中」也對法治造成衝
擊，影響香港社會的其他發展，是時候
重新聚焦經濟民生。
新民黨昨日舉行記者會，宣佈該黨的

新政綱。主席葉劉淑儀、常務副主席田
北辰、副主席潘國山等人率領約20人出
席活動。他們高舉宣傳板，寫上標語包
括「香港再好啲」、「長者住好啲」、
「公屋起多啲」及「教育辦好啲」。

倡推「首置計劃」助基層
葉劉淑儀首先提到香港土地短缺問
題。她說，香港在2003年至2010年沒
有買地，2002年至2011年未有興建居
屋，目前發展局找到150幅土地可供發
展，但土地規劃需時，香港5年後可能
會沒有足夠「熟地」發展，故建議政府
撥款500億，成立土地發展局，專門處

理長遠土地規劃，如新界丁權、農地等
問題，同時設「熟地倉」，平衡土地房
屋價格。
她並建議政府推出「首置計劃」，為

居住於劏房或籠屋等基層及無上樓市民
提供約400呎上車盤。房屋單位價錢與
家庭中位入息掛鈎，而非市價，並規定
買家購入單位後10年內不得轉讓。

善用優勢拓新產業
葉劉淑儀續指，新民黨也關注香港經

濟發展，認為香港應善用比較優勢，開
拓新經濟產業，包括設立創新科技局
等。田北辰補充，在關注高增值產業的
同時，他們也期望香港的產業架構能均
衡發展，而香港的英語教育水平也需要
同時提升，如創新及科技發展要成事，
就需要港人具備與世界專家溝通的英語
能力，才能讓香港保持競爭力，與世界
接軌。他又建議建議設置啟導計劃，先
就業後培訓，吸引年輕人進入安老服務
業及文化產業。
她又提到公務員管理方面的建議。她

指出，「佔中」對法治造成衝擊，如近
期在旺角發生的紅色小巴抗拒政府檢控
的暴力事件。她譴責激進分子包圍警車
及趕「水貨客」的做法，又認為應採取

措拖提高紀律部隊的士氣。

政綱未涵政治層面
新民黨昨日公佈的政綱未有涵蓋政治

層面的建議。葉劉淑儀指出，香港過去
兩年聚焦商討政改方案，但在28票反對
下不獲通過，即使現在再推出方案，也
無法得到立法會內三分二的支持票，而

政制爭拗浪費了大量時間，影響香港其
他方面的發展。香港社會不應只有一個
議題，有很多議題也要討論關注。被問
及是次發佈的是否她參選2017年特首選
舉的政綱，葉劉淑儀否認，並解釋該黨
3年前發表過政綱，但3年來社會發生
很大變化，需要提出新政綱回應這些迫
切問題。

■新民黨發表新政綱，內容涵蓋11個範疇。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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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匪「凌晨一吻」出獄後9度爆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爆竊慣匪「凌晨一
吻」出獄後疑連環犯案，3個月內涉爆竊九龍新界8處
公屋單位，偷竊現金、銀包及手袋共涉款1.7萬元，至
上周四（17日）在黃大仙竹園南邨擬再度犯案時失手
被捕。他昨日涉案提堂，案件押後至10月19日再訊，
凌沒有申請保釋。
51歲被告「凌晨一吻」，原名譚永祥，他自稱因仰

慕日本人姓名，將身份證姓名改成與歌星譚詠麟的名
曲同名。凌被控8項爆竊罪及一項企圖爆竊罪，暫無
須答辯，還柙候審。被告於2013年5月曾因十一項爆
竊罪及兩項企圖爆竊罪被判囚3年半。
案情指，凌於今年6月至9月期間，涉9度爆竊黃大
仙竹園南邨、石硤尾邨、瀝源邨等共8個公屋單位。
控方透露，凌是尾隨住客進入樓宇後再伺機犯案。

登革熱高危期將至 宜防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秋意漸濃，本港現時

氣溫較炎夏稍降，但市民仍要小心蚊患。港大感染及
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9月下旬至10月將為本港
市民感染登革熱的高危期，因此呼籲市民戶外活動時
做好防蚊措施。

何栢良：港10月氣溫蚊子仍活躍
何栢良昨日出席一電台節目時表示，在攝氏8度以

下的環境，主要傳播登革熱的白紋伊蚊才不會叮人，
而本港9月至10月的氣溫仍然有攝氏20度至30度，因
此蚊子仍然在港活躍。何栢良又指，港人喜愛的旅遊
目的地如台灣及泰國，近期都爆發登革熱，因此呼籲
市民在港秋季遠足，或外出旅遊都要做好防蚊措施。
何栢良補充指，廣東地區9月至10月是出現登革熱

病例的高危期，在香港及內地人頻繁的交流往來下，
傳入個案相信會增加。何指若登革熱病毒傳入本港，
帶有病毒的蚊在未能受控下會在港落地生根，登革熱
因而將成香港風土病。

擅取相片檔案《明報》前攝記被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明報》兩名前員
工，包括攝影記者謝浩然及黃寶玉（音譯），被指於
今年2月至4月受聘期間，於柴灣明報工業中心16樓
編輯部，擅自從公司外置硬碟中取走過去連續180
期、由2011年11月至今年4月為《明報週刊》拍攝之
相片，又從公司電腦伺服器取走相關檔案，及在「明
周會議室」的儲物櫃取走載有影像及相片的光碟，日
前遭明報雜誌有限公司入稟高等法院，控告兩人違反
員工合約及侵犯公司版權，要求法庭頒下禁制令，禁
止兩人使用及刊登相關屬於公司所擁有的照片，或利
用該些相片作任何商業用途，又要求法庭下令兩名被
告交還所有屬於公司的照片，及作出賠償。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何
寶儀）不少參
與賭博的人都
是「小賭怡
情」，但根據
資料，每 10
名參與賭博的
港人中，便有
1.9 名「大賭
亂性」的問題
賭徒。有戒賭
團體表示求助
個案最多來自
飲食業（佔兩
成），因此推

出全港首個戒賭的外展計劃，主動出擊接觸
針對飲食業從業員，向員工及僱主宣揚「無
賭工作間」的訊息，至今接觸4,000多間食
肆。
錫安社會服務勗勵軒輔導中心與民政事務

署合作展開針對飲食業界的戒賭外展服務，
計劃自去年4月開展，發現行內賭風盛行。
輔導中心輔導及心理教育部主管嚴浩宇昨

日指，業界受舊有文化影響，工餘時間慣以
賭博聯誼。他又說，工時較長，落場時間易
以賭博來打發；而從業員學歷普遍較低，競
爭力弱意志消沉均令從業員易沉迷賭博。

接觸150從業員 處理18宗個案
計劃至今接觸150名從業員，處理18宗問
題賭徒個案，並與多間食肆合作，定期為員
工提供心理輔導、家庭關係輔助及理財講
座，並向僱主提供管理教育，協助他們為員

工提供正向教育。嚴浩宇說，飲食業界的工時不定且
長，以往不少求助個案無法到中心與輔導員見面，因
而推出外展服務，「令服務時間及地點不受限制，配
合業界的上班及落場時間，曾試過在公園、後巷及街
頭等地進行輔導。」
其中一名受助人越南華僑阿美，是一位食店東主，

多年前因飲食業工作重複及沉悶，於賭博中尋求刺
激，最終要賣樓還債，更禍及下一代，欠下百多萬巨
債，令她與丈夫每天工作至晚上11時才能休息，無暇
照顧兒子，使家庭關係跌至冰點。債務使她無法再供
兒子讀書，兒子亦因欠缺自信求職多次不果，落得失
學失業的下場，4年來終日躲在家中。經中心的輔導，
22歲的兒子終於願意重投社會，於食店內兼職賺錢，
並再次報讀課程上學。

冀僱主「講心」關顧員工
戒賭成功的標準是停賭6個月，至今計劃有7成個案
能達標，與當局期望的8成尚有距離。嚴浩宇坦言，
推行計劃最困難不是接觸服務對象，反而經常遇到食
肆人事部的大力阻止，至今未有大型連鎖食肆加入計
劃。他希望，更多僱主能成為「良心老闆」，改變行
業「重薪金不重情」的文化，多關懷員工。

■嚴浩宇呼籲有需要人士及
早求助。 何寶儀 攝

對於有數碼聲音電台表示經營困難，蘇錦樑說以往有與經營者討
論，他們提供很多可持續發展的建議。被問到是否因運輸署太

遲允許數碼廣播於車上安裝，蘇錦樑表示，現時數碼廣播的普及度
達85%，政府已盡力推動數碼聲音廣播，包括透過香港電台，為建
設發射網絡興建發射站；政府也投入4,600萬於11條隧道中興建廣
播系統；以往也有兩輪大型的宣傳活動。運輸署近日也對汽車上的
顯示屏有豁免措施。

新加坡芬蘭已結束服務
他表示，自2009年起，有不同的經濟體系都推出該服務，但看到

有個別的城市已結束該服務，例如新加坡及芬蘭，當局將檢視整體
的大環境及本港市民收聽收音機的習慣。
早前有網台的經營者表示，希望申請數碼頻譜，現時重新檢討，
會否擔心被指涉及政治因素，蘇錦樑說，完全不涉及有任何政治因
素，當局早在9月17日收到鳳凰優悅電台的要求時，已決定進行檢
討，不是因個別人士的申請而檢討，現時尚未有任何申請遞交。他
強調，檢討是需要的，現時有很多新的發展，也聽到營運者指整個
營運環境有困難，政府有需要檢討。
至於現時兩間持有數碼聲音廣播牌照的新城電台及DBC數碼電
台，他說現時的政策會繼續，持牌人要根據牌照提供服務。而鳳凰
優悅雖要求退還牌照，但需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才可以
退還，現時仍要根據牌照條款提供服務。

DBC歡迎指推廣不足
DBC數碼電台發聲明，對蘇錦樑指會檢視香港數碼聲音廣播表示
歡迎，認為至今發牌四年，政府並沒有有效的推廣措施，以至今天
本港5條主要隧道、公共屋邨及港鐵等，仍未有全面的數碼聲音廣播
覆蓋，而進口汽車亦到上周才獲批准安裝數碼收音機，反映政府政
策毫無可持續性。新城電台則承認經營困難，但未考慮停播。
另外，有線寬頻旗下的奇妙電視於限期屆滿前遞交補充資料，至
於有否表示不想營運，蘇錦樑說沒有收到有關信息，通訊事務管理
局已就奇妙電視遞交的補充資料，向行會提交他們的建議和意見以
供考慮。

數碼聲音廣播暫停發新牌
鳳凰衛視交還牌照證經營困難 提前檢討不涉政治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經營三年的鳳凰衛視

集團旗下數碼聲音電台鳳凰優悅URadio早前宣佈，因

經營困難本周四已向政府交還牌照，並於本月28日起全

面停播自家製節目。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表

示，對該電台退回牌照感到可惜，業界曾反映經營數碼

聲音廣播有一定的困難，當局將提前檢視數碼聲音廣播

的發展及市場情況，其間不宜發新牌照，他強調當中不

涉及政治因素。

為響應國
際海岸清潔
日，漁農自
然護理署與
香港潛水總
會昨日在西
貢橋咀舉辦

海岸清潔日，清
除棄置於附近海
床的捕魚用具及
海灘的垃圾。
參與海岸清潔日

的義工約有 50
名，他們合共清除
約500公斤海底及
海灘上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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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全城清潔香港運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到紅磡街市清潔及向商戶派
發清潔包，宣傳環境衛生訊息。蘇錦樑示範清潔電梯扶手，又向街市商戶派清潔用品。他於
活動後表示，環境衛生與市民息息相關，需要政府、市民及商戶攜手合作。而環境衛生對於
整個城市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亦非常重要。 圖：梁祖彝 文：何寶儀

蘇錦樑洗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