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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48分鐘「直達」政府無隱瞞
張炳良稱上屆局長會議記錄可證

上月底有報道稱，政府自2009年向立法會申請撥
款興建廣深港高鐵以來，一直指內地段設有4

個站，並以48分鐘由西九龍到達廣州為賣點；但有
關記者實地觀察及試搭，發現內地段現時共有6個
站，以現時班次及行車時間計算，推算將來大部分班
次均未能以48分鐘直達廣州。多名立法會議員亦誤
以為「48分鐘」已經計及停站時間。
張炳良昨日出席工展會活動後表示，廣深港高鐵建

成後，由香港到廣州直達時間只需48分鐘，是上屆
政府立項時提出，實際營運安排仍須跟內地商討。他
又指，「48分鐘」是「直達時間」，以方便社會比較

高鐵與現時直通車車速的分別，又指翻查文獻，發現
上屆政府在立法會內亦是採用「直達」字眼。
有指翻查局方遞交給上屆立法會的文件，包括

2009年11月向立法會工務小組申請撥款的文件字眼
上亦未見「直達」一詞，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補充
指，張炳良是指上屆局長和路政署署長在財委會上，
口頭答覆議員時採用「直達」字眼，有會議記錄可翻
查。
另外，廣深港高鐵內地段一直只規劃設4個站，包

括福田站、龍華站（現稱深圳北站）、虎門站及石壁
站（現稱廣州南站），但有媒體報道稱，高鐵內地段
現時有6個站，較香港特區政府所指的4個站，多了
光明城站及慶盛站，兩站亦已啟用。由於多了兩個停
車站，或會延長原本預計由香港至廣州需48分鐘的
行車時間。運房局早前已發聲明解釋，一直以來兩地
規劃廣深港高鐵的服務，由廣州至深圳段均只設4個

站。據運房局上月初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
交的文件，亦清楚表明「規劃中高鐵香港段將直達的
廣東省內4個短途站」。

班次如何視乎乘客需求
對於日後會否很少班次中途不停站直達廣州，張炳

良說，屆時班次如何要視乎乘客需求，市民在西九總
站坐高鐵一定希望中途不停站，但具體情況要視乎市
場需要。

正與內地商「一地兩檢」
提到社會最關心的「一地兩檢」事宜，他說特區政

府正與內地部委商討有關問題，會以符合基本法及不
違反「一國兩制」原則作底線商討，同時關乎具體操
作的可行性問題，港府會盡量向社會和立法會交代當
中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報道稱

政府指廣深港高鐵建成後，由香港到廣州

只需「48分鐘」，原來是指「直達」行車

時間，不計中途停站。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昨日表示，立法會當時以「直達時

間」表述，並無刻意隱瞞，以直達時間計

算是希望讓社會比較高鐵與現時直通車車

速的分別。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補充指，

有關「直達」的表述，在上屆局長和路政

署署長於財委會口頭答覆議員的會議記錄

中可以找到。

■張炳良表示，立法會當時以「直達時間」表述，並無刻意隱
瞞。圖為局長出席工展會。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早
前表示，創科局有9大工作重點。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科技
園公司董事局主席羅范椒芬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希望
創科局建設創新生態圈，促進青年創新創業，令香港科技
發展更有前景。她又認為，不少工業邨未「地盡其用」，
正計劃重新發展工業邨土地及收回私人公司土地，希望立
法會日後支持撥款。
羅范椒芬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香港有不少優秀科研

人才，有科研發展潛力，希望創科局建設創新生態圈，促
進青年創新創業，挽留本港人才，令香港科技發展更有前
景。她認為，本港能夠循製藥、幹細胞等生命科學方面發
展高新技術工業。

指工業邨多未「地盡其用」
她又指，本港3個工業邨未能「地盡其用」，正計劃重新

發展工業邨土地，又希望業主把閒置土地賣給科學園，以
及重建部分工業大廈，使本港「再工業化」，希望立法會
日後能支持撥款。羅范椒芬續指，興建廠房的同時，政府
及私人企業亦要向外推廣本港高新科技，培訓人才，提供
足夠配套設施吸引外來投資。
羅范椒芬表示，香港創新科技市場很小，應與內地配合

發展。她認為，市民應正確認識國家，不能事事排斥，應
以包容及合作、共同發展的心態達到雙贏局面。

羅太盼設創新生態園留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昨日以「下大決心、堅定不移」發表新一篇
《局長隨筆》，闡述2015至2016年度第四季度賣
地計劃。他指雖然近期樓價略為回軟，但仍處於
一般市民不易負擔的水平，因此政府增加土地供
應的決心並無改變，亦不會放慢腳步；縱使面對
部分推出的用地遭遇司法覆核，當局不會、亦不
能輕易退縮。
港府於上周三公佈2015至2016年度第四季度賣

地計劃。綜合全年多個土地供應來源，預計2015
至2016年度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量約為20,300個單
位。陳茂波在新一篇《局長隨筆》中指出，有關
數字超過年初訂下19,000個單位的目標，是各部
門同事努力奮鬥的成果，亦反映政府靈活應對巿
場變化和挑戰。
他指出，過去兩個多月住宅物業巿場有較明顯

回軟跡象，其中去年11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及租
金指數，較9月份歷史高峰回落約4.1%及2.1%，
但數字滯後了一個月。他續說，現時本港住宅整
體成交量仍徘徊於1997年以來的低位，去年首11
個月整體成交量只有約51,900宗，較前年同期下
跌約5,800宗，更遠低於本港兩個樓巿高峰期
1997年（約17.2萬宗）及2010年（約13.5萬宗）
水平。
陳茂波表示，未來三四年，潛在一手樓供應量

將達到86,000個單位；而一批已完成補地價或即
將完成招標程序的土地，亦可額外提供9,700個
單位。他指出，過去數年，政府多個部門的同事
即使面對不少困難，仍努力堅持按每年訂立的目
標增加住宅土地供應，「因為我們要建立巿民對
政府持續、穩定地按公佈的目標供應土地的信
心，從而讓市民對未來房屋供應量有更明確可靠
的預期，以致大家分析市場現象和走勢時更理
性，毋須因為擔憂未來供應不足而作出情急的決
定。」

未售單位價變 置業料省百萬
他又提到，在上周公佈賣地的記者會上作了一個粗略的

假設，仍在發展商手上而未出售的86,000個單位，若因為
各種因素而樓價下調或上升十多個百分點，對於樓價500萬
元至600萬元的中小型單位而言，單位價差會多達100萬
元，有意置業的巿民便可省下100萬元不用供樓，而改為用
於其他生活上的開支，「這總值約860億元的價值，若巿民
可用於供樓以外的其他用途，對整個社會都能帶來裨
益。」

樓價回軟 增地決心不變
雖然近期樓價略為回軟，但陳茂波明白到對一般巿民而

言，仍處於不易負擔的水平。他強調，當局增加土地供應
的決心並無改變，亦不會放慢腳步，「面對部分推出的用
地遭遇司法覆核，我們會充分諮詢法律意見，審慎行事，
但卻不會、亦不能輕易退縮。」
他解釋指，如果當局過去因為一些反對，阻擾、甚至法

律風險而輕易煞停個別用地，甚或整體土地供應的工作，
令原本訂立的目標不能達到，「這將對未來房屋土地供應
帶來什麼影響？對巿場心理預期又帶來什麼訊息？樓巿會
否更難回軟？這樣的話，最後受害的會是誰？得益的又是
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昨日以《如水一樣》為題發表新一篇網誌，提及
他讀書時學功夫的往事。他又指，說起功夫，令他
想起偶像李小龍，其哲學令人聯想到《道德經》中
「上善若水」的道理，能夠如水一樣，將原來要硬
碰的力量化解，甚至變成對自己有利的力量。他認
為，當中意義並不止於武術，對生活、工作以至待
人接物都甚有啟發性。
曾俊華昨日發表的網誌指出，早前幾位在波士頓

中國拳擊功夫學院的師兄弟，先後從美國回港探
親，其中一位在當地開設武館多年，至今徒子徒孫
已有數百人，很有規模。他說：「有時我想，如果
我在（上世紀）80年代沒有回來香港，或許都會開
一家武館，指導當地喜歡中國武術的朋友打拳、舞
獅，生活也應該很寫意。」

相比劍擊 學功夫更早
相比劍擊，曾俊華學功夫時間更早。他在小學時
便喜歡「動手動腳」，先後學過白眉派功夫及南螳
螂，後來加入中國拳擊功夫學院，有系統地跟隨鄺
鐵夫師父學習洪拳，一學便是十多年。曾俊華指，
洪拳有很多分支，鄺師父屬虎鶴派，屬林世榮祖

傳。虎鶴派最為人熟識的幾套套路，是黃飛鴻電影
常見的「工字伏虎拳」、「虎鶴雙形拳」及「鐵線
拳」，而鄺師父還教了幾個資深弟子一些個人「秘
技」，包括吳惠農師父的鷹爪太極及武當一炁五行
門（下稱一炁門）。
曾俊華表示，一炁門雖然較少人認識，但在香

港武術界其實有頗長歷史，門人亦不少，在實際
技擊上其實非常有效率，「我一生遇過印象最深
刻的一位武者，就是一炁門『奇人』吳錦鎏師
公。」他指吳師公在本地武術圈中可算是傳奇人
物，是百分百的武癡，而吳師公雖然比鄺師父還
要年輕，但當年鄺師父因為十分欣賞吳師公的功
夫，決定向吳師公拜師學藝，令他們都有機會學
習一炁門功夫。
他形容，吳師公是天生武學奇才，武功深不可

測，他亦曾有機會跟吳師公過招，但每次交手總接
不過他兩招，就會被「打到飛起」。他說：「吳師
公知道我在政府做政務官，總說我是『斯文人』，
跟我過招時從不顯露真功夫，但即使如此，我還是
接不了他兩招。」
說起功夫，曾俊華指自己最近趁假期欣賞電影

《葉問3》，又令他想起其偶像、葉問師父的徒弟

李小龍。他指李小龍也曾在喇沙唸書，後來到美國
升學、開武館、拍電影，紅極一時，當年在美國華
人圈子中可說是萬人迷，「我雖然沒有學他穿緊身
衣，耍雙節棍，但他對武術的理解，確實啟發了
我。」
他指出，學功夫的人對「牛頓第三定律」肯定有

「切身體會」：當物件相撞，從一方施加力量，必
定會有另一道方向相反、力量相同的反作用力抗
衡。他續說，李小龍當然深明箇中道理，並悟出一
套哲學，他所創的截拳道哲學核心正如他的名言：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It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淨空心智，無框、無形，如水一樣。它
能細流，亦能洪流。像水一樣吧，我的朋友。）

啟發生活工作待人接物
他表示，李小龍的哲學令人聯想到《道德經》中

「上善若水」的道理，能夠如水一樣，將原來要硬
碰的力量化解，甚至變成對自己有利的力量，在武
術上固然無往而不利，「這道理對我的意義，並不
止於武術，對生活、工作以至待人接物，都甚有啟
發性。」

書店職員「失蹤」
李家超：不應揣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銅鑼
灣書店先後有負責人及店員報稱「失
蹤」，署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表示，
案件已交由港島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專責
調查，香港警方亦已向內地查詢。他指目
前不應作任何揣測，亦不便交代調查細
節，否則會影響警方調查工作，重申只有
本港執法部門才擁有在香港的執法權。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亦指，現時不
應作揣測評論，重申內地執法部門要按
「一國兩制」辦事。
李家超表示，港島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
現正調查銅鑼灣書店老闆李波「失蹤案
件」，並已第一時間翻查當日他最後獲悉
出現地點的閉路電視，亦會將調查範圍擴
大，到其他地方搜查證據，以及「失蹤」
人士是否在某些地點出現過。

警已向內地查詢
他指香港警方可按機制向內地執法部門
查詢有沒有香港人士在內地被拘留或其他
刑事限制性措施，香港警方亦已進行有關
動作，現正等候答覆。
李家超強調，不應該在警方對案件作出
最後判斷前作任何結論，他目前亦難以公
開交代每一個調查環節，擔心會因而影響
警方調查工作。他又說，只有本港執法部
門才擁有在香港的執法權，任何在香港的
人士，自由和人身安全均獲香港法律保
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認為，目
前不應有任何揣測性估計，應先掌握事情
真相，又相信保安局及警方會全力以赴，
保障港人在法律下的各種權利，並且盡快
交代事件。
他重申，內地執法部門要按「一國兩
制」辦事，希望報道不要作太多揣測；當
局亦會密切留意事情發展，如有任何港人
在內地需要幫助，所有駐內地辦事處的人
會全力因應家屬要求提供可行協助。

■李家超
黃偉邦 攝

■譚志源
黃偉邦 攝

屯院節能料10年慳1.3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環保節能是全球趨
勢，醫院管理局計劃為屯門醫院實施節能計劃，透過
更換LED節能燈泡、校驗空調、更換高效鍋爐等方式
節省能源，完成整項計劃後，預料可節省約19.3%能
源消耗，並在10年間節省能源費多達1.3億元。醫管
局強調，大原則是不影響病人與醫療服務，否則「一
定唔做」。

醫局：30萬聘顧問設計方案
醫管局屬下醫院及醫療機構，每年能源支出約12億

元，其中屯門醫院一年電費就多達7,000萬元。醫管
局高級行政經理（工程）源柏樑表示，為配合政府減
排大方向和盡社會責任，去年2月出資30萬元聘請顧
問公司，展開為期三個月的研究，設計節能方案，包
括在屯門醫院進行兩星期能源審核，例如校驗冷氣水
泵，找出最適切的水泵運作速度和壓力；以及校驗空
調，找出最適切的溫度及風量，讓房間空氣不用重新
加熱等。
源柏樑表示，將分三階段實施顧問建議的節能方

案。首階段現已開始，將先從新校驗冷氣水泵及冷氣

空氣處理機組，預料可在短時間內完成，估計每年可
為屯門醫院節省1.9%能源消耗，約160萬能源支出。
第二階段則訂定3年內實行，預料2018年完成，工

作包括更換高能效冷氣製冷機組，加入熱水泵系統供
應熱水，以及轉用光線較均勻、散熱較佳的LED照明
系統，預料可再額外節省7.7%能源消耗，每年便可節
省680萬元。
至於第三階段，會更換高效能鍋爐設備，配合廢

熱回收及可變速裝置改善整體能源效益、推行LED
照明系統等其他節能工程。醫管局表示，需要配合
醫院翻新及設備更新工程進行，暫未有確實時間
表。
醫管局表示，三個階段預算總成本為8,000萬元；

若三年內完成首兩階段短期計劃，投資額為3,000萬
元，以10年或15年計算，可節省6,800萬元或一億元
能源開支。換言之，首兩階段最快可在完成後四五年
間回本。完成全部三個階段節能計劃後，預料可節省
約19.3%能源消耗，每年約節省1,300萬元能源費，以
10年或15年計算，可省回1.3億元或1.95億元能源
費。

▲屯門醫院開始陸續安裝LED燈具。

■左起：陳志強、李育斌、源柏樑合照。 岑志剛 攝

◀屯門醫院現時採用的定速製冷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