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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人工島移位 完工日期難定
路署：最多歪7米情況普遍 工程師憂影響上蓋建設

正在興建的人工島將成為往來香港及
珠三角西部的重要樞紐，日前卻傳

出填海工程出現移位。路政署前日起連續
兩日回應事件，解釋填海工程出現移動，
與今次填海首次採用的免浚挖式方法有
關，其做法是先用鋼筒圍起海床淤泥，再
利用填土向鬆軟淤泥加壓，將當中水分排
走，使其固結。

工程師指需半年壓實軟土
雖然路政署強調人工島移動情況正常，

但工程師陳健碩則指要視乎移動範圍有多
大，擔心鋼筒圍本身移位，變相填海區空
間大了，令軟土根本未有被壓實。他又擔
心，填海地移位可能影響上蓋工程，因為
要等其排水量做得足夠才可建上去，排水

過程需要時間，可能要半年至7個月才可
以壓實。
路政署表示，目前已批出7份香港口岸
人工島上蓋工程合約，所有工程正在進行
中，其中旅檢大樓的樁柱大部分已完成，
並符合要求。署方又指，未來與顧問工程
師密切監察填海工程情況，確保填海工程
安全及填海土地穩固。因應施工期間遇到
種種困難及挑戰，該署已於今年初向立法
會報告香港口岸工程應未能趕及於2016年
年底完工。署方目前仍在全面評估具體的
預計完工日期。

大嶼山團體冀當局盡快解難
大嶼山發展聯盟創會主席哈永安昨日出

席一個論壇時表示，大嶼山發展分成短中

長期，而人工島屬於短中期部分，對經濟
區發展有迫切性需求，倘不能如期完工，
不僅大嶼山，甚至全港住屋及商業發展都
會受到影響。
他又說，不少居民希望該處可釋放更多土

地，期望當局可盡快解決問題。他又指，自
己事前不知悉人工島存在技術問題。
同場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致辭時表

示，政府去年初成立的大嶼山發展諮詢委
員會經一年多以來的討論，預計年底會提
交工作報告，就大嶼山的規劃、保育及康
樂等提出意見。
他又提到，10多年後的主要土地供應來

源將會來自新界北和大嶼山中部水域人工
島，料可填海600米至800米，期望大嶼
山日後成為亮麗的明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

麗娜）造價70億元的港珠

澳大橋香港口岸填海工程，

其人工島被指移動了 20

米，工程未必如期在 2016

年底開通。路政署昨回應

指，人工島最多錄得6米至

7米的移動，並解釋署方採

用全無浚挖式填海設計，類

似的填海地移動屬普遍情

況。不過，有工程師擔心影

響上蓋建設進度。

草地難「回氣」世盃外圍賽或棄用大球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獲
得英超未來3季香港獨家播映權的樂
視體育，昨日與電訊盈科發表聯合聲
明，指「雙方已就播放英超賽事合作
達成原則性協議，並正在積極洽談執
行細節」。
nowTV日前發表聲明指，已與樂視

達成共識，未來3季可繼續轉播英超
賽事，但樂視隨即澄清未與任何第三
方達成可公佈的協議，即使在前日記
者會上，樂視正式公佈獲得明年8月起
連續3個球季的香港區英超獨家播映
權，也沒有證實有關消息。直至昨日
雙方才發表聯合聲明，宣佈已就轉播
英超一事達成原則協議。
有本地電視業內人士對本報指出，上

述合作聲明代表樂視宣佈在取得獨家轉
播權的同時，以「軟陸」的方式和本
港原有的收費電視台合作，選擇個別賽
事合作，方式有同步直播，也可以轉播
或以剪輯成賽事精華播放，這可給予
樂視在自家的網絡客戶以外，讓其他
市民可接觸樂視網絡電視。

業界：樂視港寬合作可雙贏
此外，就正式公佈旗下樂視體育奪

得未來3個球季的香港區英超獨家播
映權，內地網絡收費電視樂視前日舉
行的記者會，香港寬頻行政總裁楊主
光亦有出席。市場人士傳言，若樂視
跟香港寬頻合作，有機會借助香港寬
頻的光纖網絡傳送節目，反過來香港
寬頻亦可藉英超在港的強大吸引
力，達到拉攏球迷客戶上台的目的，
故兩者合作可望達到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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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在東區」試運
反應佳正式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綠在東區」
昨日起開始全面為當區巿民提供服務，一方面
加強社區的環保教育，同時補足私營回收商的
現有服務，支援在社區收集價值不高的可回收
物料，例如電器、慳電膽、光管、玻璃樽及充
電池等，以便更多市民投入減廢回收行列。
「綠在東區」位於筲箕灣愛信道30號，設

施於今年4月經公開招標交由保良局營辦，為
期3年。經試運後，設施昨日起正式對外開
放。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開幕禮致辭時表示，
「綠在東區」是一項綠色建築項目，運作務求
切合區內人士需要，是區內一個美觀而實用的
環保地標。
他續說，如同其他「綠在區區」計劃的項

目，「綠在東區」將主力支援在社區上收集價
值不高的可回收物料，例如電器、慳電膽、光
管、玻璃樽及充電池等，送往合資格的回收商處
理，把廢物轉化為資源。營辦團體亦會舉辦各樣
公眾教育活動，包括展覽、講座、工作坊等，以
便在區內推廣乾淨回收和其他環保信息，從而
逐步提升區內所收集回收物料的質與量。
「綠在東區」在試運期間，社區對設施反應

良好，至今已招待訪客超過5,000人次。訪客
在參與該處舉辦的展覽、講座、工作坊或其他
形式的教育活動後，對項目的反應相當正面，
部分訪客亦為項目的營運策略提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11月17日世界
盃外圍賽中國作客對香港，但場地仍未定，足總
發表聲明指，仍以香港大球場為首選場地，目前
未就場地決定權一事收到正式通知。康文署昨引
述專家指，由於11月7日及8日舉行約50場的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草地難於8日內完全
恢復，不過署方再三強調，最終決定權於足總手
上。但晚上傳出會由康文署決定，而足總副主席
貝鈞奇則估計最終用大球場的機會不大，足總將
於短時間內決定是否使用大球場作賽。
香港大球場自4月封場展開草地重鋪工程，署
方昨就有關進度召開記者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副署長范偉明表示，工程已進入最後階段「草地
培植穩定期」，有信心11月的欖球賽可如期進
行，不過其後的賽事則「很難說」。署方委託草
地管理專家甘浩勤說，大球場三分之二的草地面
積已達7成的覆蓋密度，料可於6星期至7星期內
達到百分百的覆蓋密度。

康文署料修復需兩三星期
至於被受關注的世界盃外圍賽選址，范偉明引
述專家意見指，欖球賽是激烈的運動，欖球運動
員所穿的靴子有釘，有機會傷及草的根部，只有
8日的時間草地能完全恢復的機會很微，「相信
足總會作合適的選擇」，當局會與足總保持聯繫
並配合其決定，強調「最終決定於足總身上」，
他又說，根據以往經驗結束欖球賽後最少需要2
星期至3個星期才能恢復。
康文署表示，欖總於去年7月已向署方表達申
請使用大球場的意思，並早於12月時申請，同時
希望外界對足總「公道」一點，因世界盃外圍賽
於4月才抽籤。被問到足總至今有沒有向署方申
請其他場地，范偉明說，足總表達過希望能在容
納多觀眾的場地作比賽。

足總：須掌握資料再決定
足總昨發表聲明指，足總一再向署方重申首選
是香港大球場，目前未就場地決定權一事收到正
式通知，如果最後獲確認決定權在於足總，將需
要深入了解草地的情況以及其會否受欖球賽事影
響，已要求於大前提必定以香港大球場作為首選
場地的要求下，與署方及草地專家進行緊急會
議，掌握資料後，才會考慮使用包括小西灣運動
場及旺角大球場的次選場地。
聲明澄清，足總於1月已去信康文署，要求使
用香港大球場作比賽場地，並於國際足協公佈比
賽日期後，發出申請信件，惟沒有收到回覆，於
3月再次去信當局並接獲回覆，指香港大球場進
行翻新，故無法確認申請，「部分傳媒報道指本
會在世盃外抽籤後才申請使用香港大球場，並不
屬實。」
足總副主席貝鈞奇說，聽取康文署專家意見
後，現階段估計最終用大球場的機會不大。他引
述專家指，欖球賽後，草地受損，易令球員受
傷，足總也未必會冒險使用大球場。

高科技「養草」雨季能作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2013
年多支英超球隊來港作賽，香港大球場
因大雨慘變泥地，當局於今年4月封場
重鋪草地。大球場升級後，能承受每小
時150毫米的雨量，並鋪設沙網令草地
回彈力更一致，即使雨季也能作賽；又
從海外引入多個高科技工具，為草地建
構一個良好的生長環境。

耗資3,000萬 防蟲排水快
康文署昨日向公眾交代大球場工程

進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范偉
明表示，工程耗資3,000萬元並由香港
賽馬會提供技術及財務支援，並找來

澳洲的草地專家長駐香港監察工程進
度。現時工程進入最後階段的培植穩
定期，是次種植的「百慕達草」亦能
免受病蟲侵襲。大部分的草地面積生
長覆蓋密度達七成。
工程前大球場的排水系統一直為人

詬病，署方指新的排水系統能承受每
小時150毫米的雨量，大球場的設計
有斜度，以便雨水可由中間向兩邊方
向排水，署方即場展示新的排水管，
比舊的直徑大上一倍以上，而新的水
管物料「非常光滑」，有利加快排水
速度。康文署總康樂事務經理（香港
東）廖偉城形容，「上月經歷紅雨及

黃雨過後，草地很快便乾爽。」草地
的底層鋪上沙網，署方表示能幫助穩
定草根、加強耐壓性及讓草地的回彈
力更一致。
署方又引進多項高科技儀器協助保

養草地，例如安裝「流動天文台」實
時監察溫度、風速及雨量等，以配合
電腦控制灌溉系統；購置大型的草地
風扇，加強場內的空氣流通，保持草
地乾爽；土壤分析儀可深入泥土，監
察土壤的養份、濕度及溫度等。礙於
草地專家認為大球場附近有過多高樓
遮擋陽光，故需設置草地生長燈以補
足陽光。
康文署表示，現時仍需要「養

草」，有信心七人欖球賽可如期11月
舉行。

環署將再收緊發電廠排放上限 街市剩食回收欠積極 食環署：願提供便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環境保

護署日前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指，將於
2020年起進一步收緊發電廠排放上限，
以改善本港的空氣質素 ，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及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量均會
減少16%至17%。但文件同時承認若中
電的額外燃氣機組未能如期投入服務，
或會影響減排目標。
環境保護署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

例》，發出《第五份技術備忘錄》，以
降低發電廠由2020年1月1日起的排放限
額。屆時會進一步減少電力行業的排放
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均會
減少17%，可吸入懸浮粒子則減少16%，
改善本港空氣質素。

新機組遲運作或影響減排目標
不過，文件指中電正為安裝額外燃氣

機組進行環評研究，冀能使用更多天然
氣發電，以配合政府的2020年燃料組合
計劃。礙於現時無法確定新機組能否在
2020年或之前投入運作，或會導致政府
未能達致在2012年與廣東當局協定的
2020年減排目標。
署方指，會繼續密切留意中電籌備安

裝額外燃氣機組一事，以及其他空氣質
素改善措施直至2020年前的進展。倘若
中電在2016年落實新燃氣機組的發展計
劃，會在明年擬備另一份《技術備忘
錄》，以收緊排放限額。
港燈認為，要配合時間非常緊逼的籌

建新燃氣機組工作計劃，關鍵是相關建
議能否早日獲政府批准。中電則認為，
該公司為提升燃氣發電能力的環評及其
他發展工作正在進行中，如果假設中電
已準備就緒，實在為時過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有環團
的調查指，有66%街市檔販表示沒有參
與食物捐贈計劃，當中有34%人認為原
因在於沒有機構前來收集剩食。環團批
評，作為惜食香港運動督導委員會成員
的食環署沒有積極推廣訊息。食環署則
回應指，積極參與「惜食香港運動」，
重申若有機構計劃在公眾街市內回收食
物，會在不影響街市日常運作的情況下
盡量給予便利。

環團指檔販多不抗拒捐贈
綠領行動於7月8日至15日期間，到全

港多區共18個公私營街市進行調查，成
功訪問近200名蔬菜檔販，有66%人表示
沒有參與食物捐贈計劃，當中有34%人
認為因為沒有機構前來收集剩食；有半
數人認為若有機構主動收集剩菜，願意

捐出仍可食用但未能售出的蔬菜。但有
44%人表示，若沒有捐出剩菜，會送予
垃圾承辦商處理。
綠領行動高級項目主任蔡家民表示，

不少檔販對於捐贈剩菜的態度正面，對於
捐贈並不抗拒；若將仍可食用的剩菜送去
垃圾承辦商處理，是等同將食物變為垃
圾。他亦認為，食環署應作一個橋樑的角
色，將檔販與回收剩食的機構連繫，否則
機構需花更多的時間說服檔販。
食環署回覆指，署方積極參與環保署

推行的「惜食香港運動」以及協助草擬
為街市及超市業界編寫的「減少廚餘良
好作業守則」，亦會繼續與環保署合作
在公眾街市推行食物回收的措施。若有
機構計劃在公眾街市內回收食物，署方
會在不影響街市日常運作的情況下盡量
給予便利。

■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出現移位情況。 資料圖片

■黃錦星在開幕禮上為兩隻紙熊貓點晴。

■■范偉明范偉明（（左二左二））表表
示示，，新的排水系統能新的排水系統能
承受每小時承受每小時150150亳米亳米
的雨量的雨量。。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大球場將引入電腦控制灌溉系統。 梁祖彝 攝 ■巨大的草地風扇加強空氣流通。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