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5年11月19日（星期四）

45%空校舍「齋擺」最長35年
教局認管理可改善 地政總署接受建議將跟進

審計報告指出，基於學校停辦或重置等原
因，學校校舍停止運作後，教育局需盡

早善用適合作學校或其他教育用途的校舍，
並將其他不適宜作教育用途校舍，盡快交回
地政總署或其他部門，改作其他用途。
截至今年4月底，共有234間空置校舍，可

是卻只有102間正在使用，以及27間已經或
等待拆卸以供房屋及其他發展之用，其他105
間卻未有使用，依然空置。

29間未交還 平均停辦12年
報告指，這105間未被使用校舍中，教育

局尚有29間仍未交還給政府，大多位於港島
及九龍區，當中有學校已停辦超過15年。有
73間大部分在新界、被認為不適合作教育用
途空置校舍，雖已交回地政總署，可是仍然
空置，而這些學校平均停辦12年，有一間更
已停辦長達35年半。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需善用空置校舍，並

就識別空置校舍建立完備數據庫，提升空置
校舍使用情況的透明度等。地政總署則應改
善安排，讓有興趣團體能輕易查閱可供作短
期用途之空置校舍的最新資料。
報告又指，有71間空置校舍的實質管有

權，未有在學校停辦後交予政府，當中41間
未有使用，其餘30間的用途主要由有關辦學
團體安排，而非按照教育局或地政總署的既
定機制處理，致校舍未必得以善用來有效推
行教育政策，審計署直指有需要就此作檢
討，及加快採取適當行動。

分割還地欠妥 累地淪「孤島」
報告又以不點名方式列舉多個當局處理欠

妥例子，其中一例是有辦學團體以私人協約
方式，獲批土地開辦小學及中學各一間，之
後小學遷往新校舍，小學校舍用作中學的擴
展校舍。多年後，中學獲分配新校舍，教育
局與辦學團體簽訂的合約，訂明只需交回中
學校舍土地，但保留原本小學校舍土地。但
辦學團體交出中學部分土地時，告知教育局
不准任何人取道小學土地，又會截斷中學部
分所有公用設施。因歸還部分不通大路，致
土地根本無法使用。
審計署認為，教育局應諮詢地政總署，研

究如何分割並歸還學校，使土地歸還後，仍
有路可通並可以使用。
報告未有列明有關個案的辦學團體名稱，

但資料顯示與香港仔聖伯多祿堂相符。聖伯

多祿中學校長唐慶強接受傳媒查詢時說：
「搬咗屋，舊屋梗係要停水停電，等新業主
來才開番。」他又表示，沒有聽聞政府與辦
學團體就借路問題有接觸。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稱，教育局已設有一套機

制處理空置校舍，但他們同意在識別、分配及
管理空置校舍方面，仍有改善空間，正檢視識
別空置校舍及把空置校舍分配作教育或其他用
途的機制；並會與地政總署商討，尋求可行方
法改善未有交回空置校舍個案的處理方法。

教聯會倡速檢視29空校用途
教聯會則建議當局盡快重新檢視該29間空
置校舍的功能，探討長遠能否作教育用途；
如發現校舍不適合作教育用途，當局應盡快
交回政府，以用作興建公營房屋及青年宿舍
之用，改善本港的房屋問題。
地政總署發言人表示，地政總署整體上接

受審計署的建議，正就此開展工作，包括發
佈額外指引，以劃一有興趣團體在分區地政處
查閱一覽表的安排。他們亦會定期向政策局傳
閱可供使用政府用地，包括空置校舍的一覽
表，以便各政策局表達使用用地的意願，並讓
各部門和其他有關各方提出使用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本港房屋供應緊張，特區政府也不時

說「搵地難」，可是審計署發表《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五號報告書》中卻

指出，本港現有234間空置校舍，當中多達45%即105間仍未有新用

途，有校舍更已空置長達35年半，又批評政府處理歸還校舍個案粗

疏，以致得地無所用。教育局承認，在識別、分配及管理空置校舍方

面，均有改善空間，會採取措施，更有效使用寶貴的土地資源。地政總

署亦表示，整體上接受報告的建議，將作跟進。

■本港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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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 特區政府
積極推動都市固體廢物回收及廚餘減量，可
是審計署昨日發表的兩份相關報告批評，環
保署在計算廢物的回收率時，錯誤將進口的
可循環再造物料一併計算，令回收量被高
估，導致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工作的成效被
扭曲；又指本港每日的廚餘數量，於10年間
上升13%，認為政府未有適時就廚餘問題採
取行動。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回應稱，本港採
用的是國際慣常做法，若有更好方法，當局
樂意聆聽；廚餘方面，政府兩年前已有一份
整全計劃，需要各部門和商界及市民合作。
審計報告指出，政府計算都巿固體廢物的

產生量及回收率時，以出口商向海關報關資
料為基礎，但由於在本港經處理後出口的進
口可循環再造物料，在貿易報關時都被界定
為「港產品出口貨物」，因此港產品出口可
循環再造物料的數量，實則包含本地產生和
進口的數量，亦即政府把由外國運來的可循
環再造物料，當為本地廢物入數。
正因如此，於2005年至2010年期間，政府
計算的廢物產生量，由601萬公噸增加15%至
693萬公噸，回收率亦由43%升至52%，主要
原因就是計算的進口可循環再造物料增加，
導致回收率被高估，也令政府鼓勵回收的工
作成效被扭曲。

報告建議加快固廢收費計劃
報告指，根據《2005年政策大綱》所訂目
標，是把棄置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由
2004年的60%，減至去年的25%，但審計署
發現，於2013年仍有超過63%都市固體廢物
棄置在堆填區，即未達標。
報告又發現，棄置於堆填區的膠袋數量，

遠高於登記零售店申報的派發量，例如於
2012年進行的堆填區調查，發現有1.56億個
購物膠袋，可是登記零售店卻申報只派發了
5,950萬個，相差逾兩倍。環保署解釋，堆填
區部分膠袋是經非登記零售商派發。
審計署就此要求當局採取措施，以取得本地

產生後回收以供出口的可循環再造物料數量的
準確數字，來估算廢物的產生量和回收率；加
快固體廢物收費的計劃；以及提高收集統計數
字的準確度，以評估膠袋徵費計劃的成效。

促環署加緊監察處理廚餘
另外，審計署亦就環保署推行的廚餘減量

及循環再造工作發表審計報告，指本港每日
棄置在堆填區的廚餘，由2004年起的10年
間，增加13%，但環保署多年來只進行零碎
工作處理廚餘，直至去年才公佈若干措施及
訂出具體減少廚餘目標。
報告亦指，在2008年8月落成的九龍灣廚
餘試驗處理設施，由當日至今年6月，實際廚
餘處理量每日平均只有0.89公噸，可是環保
署曾向立法會交代，設施每日可接收最多4公
噸廚餘，僅達匯報量的22%。而環保署於9月
告知審計署，設施每日最高處理量實際僅為

1.37公噸而非4公噸。
審計署建議，當局應提高警覺監察廚餘的產生和處

置，並按達標進度及早修正。日後亦要採取措施，向立
法會提供清晰的重要資料。

黃錦星：國際慣常計法
被問及計算數據有誤，黃錦星回應指，當局於過去一兩

年已作出適當跟進，沿用的做法都是國際間常用做法。若
有更好方法，當局樂意聆聽。他會持正面態度看待報告，
亦大致認同報告建議，會在詳細了解後作適當跟進。
他又說，本屆政府重視廚餘問題，兩年前已發佈一份

應對廚餘的整全計劃。廚餘在廢物管理中佔很大比例，
達堆填區4成棄置量，需要政府各部門、商界和市民合
作，應對減少廚餘的挑戰，他又呼籲各界支持惜食香港
運動。

社署無跟進「自力更生」成效夜巡只查64%路燈 故障隨時無人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路燈
是駕駛人士及夜歸人的指路明燈，但
審計署昨日就管理公共照明系統發表
的審計報告指出，路政署51條夜間巡
查路線，只涵蓋約64%路燈，若有路
燈出現故障又或承辦商保養欠佳，有
可能不被察覺。
現時路政署轄下路燈部共有98名員

工，負責公共照明系統的設計、運作和
保養。截至4月，公共照明系統涵蓋近
14.5萬多盞設於公共道路及行車線的路

燈，以及近8萬盞設於行人天橋及行人
隧道的特殊照明燈等，除有承辦商每日
進行巡查，路政署亦會進行夜間巡查。
但報告指出，路政署的51條巡查路

線，只涵蓋9萬多盞燈，即約64%，因
此不在巡查之列的路燈，如發生故
障，有可能不被察覺。而且該51條路
線每月至少巡一次的規定，也未獲嚴
格執行。審計報告建議，路政署應設
定足夠的夜間巡查路線，盡可能覆蓋
所有路燈。政府表示同意。

公營龕位未來3年「零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未來
3年公營骨灰龕位近乎「零供應」。最
新的審計署報告揭露，要到2019年才
有大型龕場項目完成，私營龕位亦會
因為發牌制度而出現短缺，擔心按此
情況無法應付未來3年間約13.3萬宗的
需求。報告又指現有龕位未獲善用，
最少共有 35.1萬個未用的甕位可供加
放骨灰，若使用這些潛在甕位，可應
付市民對龕位的部分需求。
隨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加劇，骨灰龕

位需求持續增加，在目前龕位供應已
經短缺的同時，昨日公佈的審計署報告
指出，食環署於2010年推行地區為本
骨灰安置所發展計劃，在全港18區物
色24幅可供發展骨灰安置所用地，至
今僅完成兩個小型項目，合共提供
2,540個龕位。食環署預計，2016年至
2018年間，火葬宗數約為13.3萬宗，惟
未來3年公營骨灰龕位將「零供應」，
要待2019年完成的屯門曾咀大型項目，
方能提供16萬個骨灰龕位「應市」。

郵政年補水1.79億 人手調配受質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鼓
勵及協助適合受僱的綜援受助人尋找工
作，社署自1996年起推出自力更生支援
計劃，並於2013年將各項就業援助計劃
整合為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綜
合計劃），目前有26間非政府機構在計
劃下營辦共41個就業援助服務項目，每
年所需開支約為9,500萬元。然而，審
計署經審查後發現，社署從沒公佈有關
的服務表現目標或指標，以匯報計劃的
整體表現；部分營辦機構的表現相對較
差卻仍獲社署委託繼續營辦其項目。

助就業及脫離綜援網比率偏低
審計報告指出，本港失業綜援個案數

目自2003年起有下降趨勢， 但截至
2015年6月，該類個案仍有17,505宗，
約等於1995年6月時的3倍，認為社署
應該繼續監察失業個案的數目。審查結
果顯示，綜合計劃有部分項目錄得的就
業率及脫離綜援網比率偏低，亦沒有記
錄顯示社署在邀請該26間非政府機構前
曾經全面評估他們的整體表現，而其中
有些非政府機構的表現相對較差，但在
原有的綜合計劃合約屆滿後，所有非政

府機構都獲社署委託繼續營辦其項目。
根據綜合計劃的合約規定，如服務受

助人數不及服務名額的90%，社署可要
求非政府機構提供額外的服務，但審計
署發現社署過去並未切實執行有關規
定。審計署亦留意到，在2013年1月至
2015年3月期間，41個項目合計所提供
的課堂訓練及工作體驗分別較規定少
6%及23%。
審計署亦發現曾有多次服務受助人聲

稱當天要擔任臨時工作，因而獲豁免出
席服務計劃的活動，但沒有記錄顯示社
署或非政府機構曾經考慮作弊風險而採
取核實行動，事實上亦有個案沒有按照
規定提供病假證明書；審計署亦發現有
項目不符合社署程序指引的情況。

社署認同報告建議補漏
審計署向社署署長提出多項建議，包

括應繼續監察綜合計劃參加者的就業率
及脫離綜援網比率；檢討綜合計劃服務
表現的評估及匯報依據是否恰當；查明
個別項目服務表現欠佳的原因，並採取
適當措施以協助改善等，社署署長同意
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審
計署新一份衡工量值報告批評香港
郵政管理和運作不善，郵資不足的
信件照可寄出，郵政人員去年度超
時工作時數達136萬小時，當中約
82%獲「補水」拿取超時津貼，涉
及1.79億元；營運基金成立以來過半
數年份都達不到固定資產目標回報
率。審計署建議郵政需繼續精簡郵政
局網絡，並檢討人手調配模式。有郵
政工會認為審計署指控「離地」，指
寄信量於特別期間時有浮動，最好解
決辦法就是「補水」加班完成，員工
亦認為情況合理。
截至上年度，香港郵政共有7,032

名員工。審計署昨日發表的衡工量
值報告表示，去年度郵政人員共超
時工作逾136萬小時，當中約82%獲
「補水」補償，涉及 1.79 億元；
「補水」津貼佔公務員員工薪酬相
當大的百分比，平均佔15.4%，更有
約 14%收取逾時工作津貼的公務
員，「補水」金額佔其薪酬逾
30%。郵差於上年度獲「超時補
水」的時數逾53萬小時，佔香港郵
政所有員工相關時數的48%；任職
國際郵件科轄下空郵中心的人員加
班情況亦尤其嚴重。
據《公務員事務規例》規定，逾

時工作通常應以補假作償，若在一
個月內仍無法放取補假，則可發放
逾時工作津貼。審計署審查了上年
度50名加班最多的人員的假期記
錄，發現當中28人放取例假前無先
清償補假；香港郵政承認部分督導
人員沒有嚴格遵守批假指引。

郵政：按每日郵件量定人手
郵政解釋，每日的人手需求與郵
件的數量與特點直接有關，若當天

送抵的郵件量異常龐大，超出編定
當值人手的處理能力，便須逾時工
作。至於空郵中心全年無休，加上
赤鱲角人力市場競爭激烈，香港郵
政曾考慮多設一更，惟發現成本效
益低，現正考慮將中心的部分作業
遷往市區。

工會批沒考慮特別情況屬離地
香港郵務職工會理事長張偉權指

出，現有為郵差擬定的標準工作量
當年由工會與資方共同協定，惟他
們無法控制市民或機構每天的寄信
量，如要派發區議會選舉的宣傳單
張或強制驗窗掛號信，都會超出原
本擬定的標準工作量，令郵差無可
避免要加班，「這是特別情況下的
浮動工作量，任何物流行業要面對
的正常情況，不會增聘人手來解
決，員工都理解，反而是審計署思
想與現實情況不相符。」

測沒付郵資信件 13封12封寄抵
審計署主動調查，又發現香港郵

政對郵資把關不力，該署年中寄出
13 封完全沒付郵資及37封少付郵資
的本地信件作測試，發現86%測試
信件成功寄抵收信人，13封沒付郵
資的信件更有12封成功寄出，事後
亦沒被徵收附加費。
報告又指出，香港郵政於過去5個

年度，其中3個年度都虧蝕，去年度
終賺1.69億元，惟全港127間郵局當
中，103間都錄得虧損，最多的一間
更虧蝕 520萬元，蝕本總額達1.548
億元。兩架一直為新界居民提供服
務的流動車，平均每日僅服務大約
11.5名市民，年蝕逾百萬。營運基
金成立20年以來，8年虧蝕，14年
達不到固定資產目標回報率。

▲報告指郵政的固
定資產目標回報率
長期不達標。

黃偉邦 攝
▶據報告所示，郵
政人員去年度超時
工作時數達136萬
小時。 黃偉邦 攝

■■審計報告指郵政局加班審計報告指郵政局加班「「補水補水」」太多太多，，需改善人手調需改善人手調
配配，，局方則回應人手有按每日郵件量配置局方則回應人手有按每日郵件量配置。。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