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廉署留意佔地豪建 涉貪即查
7渡頭毀受保護海岸線 至少6個未經規劃署批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繼有媒體揭發前高官及富豪於石澳東丫背村霸佔官

地建獨立屋，昨日再有傳媒揭發，有人在各獨立屋對開海邊興建了7個渡頭，涉嫌

擅自興建私人渡頭。由於東丫背村早已納入海岸保護區地帶，受《海岸公園及海岸

保護區規例》監管，根據法例，任何人未經申請不得擅自修改海岸線及更改土地用

途，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1年。地政總署日前已派員在違規建築物上張貼通

知書，要求佔用人停止佔用，否則署方會作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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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指出，規劃署早於10年前把東丫背村納入《大
潭及石澳分區計劃大綱圖》，並劃作為海岸保護區

地帶，即該區受《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監管。
根據照片顯示，3年前東丫背村的海岸線佈滿大量礁
石，但現時礁石幾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7個人造渡
頭，幾乎每間獨立屋外都有一個，其中至少6個渡頭未
經規劃署批准。

違分區計劃大綱圖可罰50萬
報道又引述環保人士稱，東丫背村納入海岸保護區是
為了保留區內原貌，若事主未按指令還原舊貌，規劃署
可控告事主違反分區計劃大綱圖要求而告上法庭，最高
罰款可達50萬元。同時，村民在岸邊傾倒石屎興建碼
頭，對石灘的生態已造成嚴重破壞，礁石消失亦難以回
復原有海岸線。
廉政專員白韞六昨日出席活動後回應事件，他表示現
階段未知事件是否涉貪，相關部門正在處理，認為不適

宜太早下結論，廉署會密切留意，如果發現事件涉及貪
污情況，廉署將主動調查。白韞六又指，防止貪污處多
年來一直有為政府部門提供防貪意見，廉署隨時可再提
供意見。

地政署派通知書限期停佔
事件揭發後，地政總署前日派員到現場視察，發現有

違例霸佔政府土地作花園、儲存雜物等用途，署方之後
在5間沒登記的寮屋、違規物件及建築物上張貼通知
書，要求佔用人於本月13及14日之前停止佔用，否則署
方會採取管制行動，移除佔用政府土地的物品及把非法
構築物清拆，並作出檢控。
傳真社早前揭發，前高官及富豪於石澳東丫背村的寮

屋改建為獨立屋，並佔用官地加建花園、玻璃屋及私家
碼頭等設施，佔用人包括勞工處前助理處長麥世耀、中
國探險學會創辦人黃效文、商人曾文進、孫志強及盧文
德。 ■有傳媒揭發石澳東丫背村霸佔官地的獨立屋對開海邊興建了7個渡頭。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標
準工時委員會正進行第二輪諮詢，
昨日於大埔舉行首場地區諮詢會，
主席梁智鴻、資方委員劉展灝及委
員梁祖彬均有出席，惟沒有勞方代
表出席諮詢會。梁智鴻重申，委員
會現時並無既定立場一定要推行合
約工時，只認為合約工時可以是第
一步，冀大眾能夠「求大同、存小
異」。他又說，已不斷呼籲勞方代
表返回委員會，希望他們會向委員
會提交意見。
首場地區諮詢會有約30名市民

參加，但現場有近半是空位，諮詢
會舉行前，民間爭取標準工時聯盟
及街工到場示威，要求落實標準工
時，更一度圍堵梁智鴻，要求不再
討論合約工時。諮詢會期間，10多
名街工成員離場，抗議資方不重視
勞工階層，想拖延立法，批評委員
會假諮詢。此外，不少發言的市民
指僱員沒有議價能力，批評合約工
時難以保障員工，諮詢會最後較原
定時間提早逾1小時結束。

無既定立場必推合約工時
梁智鴻強調，委員會是諮詢機

構，現未有立場一定要推行合約
工時，只認為合約工時可以是第
一步。他又說，委員會聽取市民
意見後，會以數據為依歸，再就
如何規管工時向政府提交意見。
他又指，標準工時是一個非常複
雜及具爭議性的問題，若討論10
多年後，到今日仍不能行出第一
步是很可惜，期望大眾能「求大
同、存小異」。
至於勞方代表杯葛諮詢，梁智鴻

稱已不停呼籲他們返回委員會，又
希望勞方代表及勞工團體繼續提出意見，委
員會並會繼續工作，向政府交出有質素的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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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退休保障公眾諮
詢將於本月21日結束，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指
出，過去數月舉辦共11場民間諮詢會，逾2,100
人參與，當中大多數市民支持全民退保，反對政
府的諮詢有「預設立場」。聯席表示，計劃於本
月19日舉辦遊行，重申反對「有經濟需要」的退
保方案，並支持由180名學者提出的「全民養老
金2064方案」，暫有15個來自不同界別的團體
響應遊行。
「全民養老金2064方案」是指在無入息及資產

審查下，為年滿65歲的長者每月提供3,500元的
養老金，資金並由僱員、僱主、政府注資及大企
業共同承擔。聯席稱，在過去的11場民間諮詢
會，大多數市民支持全民退保原則，在融資方案
上亦取得一定共識，同時反對政府「有經濟需
要」的退保方案。
聯席指，明日將於報章刊登團體聯署聲明表達

立場，並於本月19日下午於中環舉辦遊行，支持
「全民養老金2064方案」，促請政府正視市民訴
求，落實免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聯席擬19日遊行
爭「2064」退保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近日訪美時有報道指，當地華文媒體被拒絕採訪有關活
動而發起杯葛。她昨晚返抵香港時澄清，採訪安排由主
辦單位負責，她的原則是「客隨主便」，「但如果傳媒
朋友覺得往後應該選擇一個更開放、沒有那麼多約束的
地方去做，我會要求新聞處處長和我們駐外辦事處的新
聞同事給他們一些意見。」
林鄭月娥在香港國際機場向傳媒表示，9天訪美行程
中，她向美國政界、商界和當地智庫介紹香港最新情

況，「我很清晰地向他們說，我們很快便回歸19周
年。19年來，按（香港）基本法，我們落實『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成功的，而且在人權
和自由方面的保障亦是非常充分的。」
她續說：「雖然經過了20個月努力，我們未能夠達

致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但是我們一定會堅持依法辦
事，亦希望日後有機會再啟動香港政制發展。」
在與西九文化區合作方面，她指三藩巿現代美術館和

亞洲藝術博物館；華盛頓最著名的Smithsonian；紐約

曼克頓音樂學院和林肯中心這五個藝術機構的反應非常
正面及積極，令她很受鼓舞。

澄清無公開講「三座大山」
有傳媒早前報道，一次閉門會議期間，林鄭月娥對部

分議員表示，特區政府面對「三座大山」，包括以具爭
議方式管理公屋商場的領展、一再加票價的港鐵及強積
金對沖機制。她昨日澄清，自己從來沒有公開說過「三
座大山」，但承認這些是重要的民生議程，特區政府十
分關心。特區政府會繼續向領展反映市民的關注，「但
當然，政府亦都要考慮有什麼應該是政府可以做的，來
處理產生的問題。」

談訪美採訪安排 林鄭：「客隨主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城
市大學前日公佈運動中心屋頂倒塌
事件調查委員會報告，證實綠化工
程的承建商及認可人士錯用舊數
據，導致計錯屋頂荷載力。建築師
學會本地事務部主席及環保建築專
業議會主席何文堯昨日表示，如果
校方及承建商當初為涉事屋頂綠化
項目向屋宇署入則，基於數據有問
題，肯定不會獲批，可以避免塌頂
事件發生。

劉志宏：承建商及認可人士責任
調查報告指出，今次事故主因是
承建商採納錯誤數據。調查委員會
成員兼註冊結構工程師劉志宏出席
電台節目指出錯誤數據並非由城大
提供，強調是承建商及認可人士的
責任。他又表示，城大只與承建商
簽約，與認可人士沒有合約關係，
因此很難向對方追究。
不過，同場的何文堯不滿校方指
所有設計及建設交由承建商處理屬
正常做法，認為是將錯誤歸咎其他
人，指事件中校方都有責任，批評
報告不合格。
他又批評城大應有專業團隊監督跟
進綠化工程，但所有跟進工程的職
員，均沒有相關知識，以致挑選的承
建商出現問題。劉志宏就指校方團隊
一向有跟進各項工程，只是剛巧有關
綠化工程沒有工程師跟進。

冀屋宇署盡快發指引
兩人又指，承建商採用的數據不

適用於加建綠化工程，不排除有學
校天台綠化工程引用錯誤數據，雖
然未必會產生倒塌危險，但會令安
全系數降低，希望屋宇署盡快發出
指引，而建築師學會亦會聯同工程
師、測量師等學會草擬框架讓大眾
參考。
工程師學會理事及結構分部前任

主席劉志健昨日在一個有關樓宇結
構安全講座上表示，計算綠化工程
的荷載，對結構工程師而言是基本
知識，但根據城大公開的報告，承
建商使用了錯誤的圖則作設計，是
比較嚴重的錯誤，作為專業工程師
不應有如此嚴重的失誤。

劉志健：校方需檢討
劉志健解釋，只要是涉及重大更

改的工程，都應該要入則，若當初
城大有向屋宇署入則，經政府審批
工程，發生事故的機會是「微乎其
微」。他指出，有關該會堂落成至
今20多年，結構可能曾經改動，而
城大負責綠化的部門，卻沒有安排
適當資歷的職員監管項目，校方有
需要檢討。
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表示，

很多業主不懂判斷甚麼情況下需要
入則，促請當局就綠化工程需否入
則或尋求專業人士意見，發出清晰
指引。對於城大塌頂事件，校方應
否負上最大責任，盧偉國認為，報
告是基於事實寫成，對學校內部人
員有跟進行動，認為報告並無推卸
責任。

專家：城大計錯數責在承建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綠
化天台安全事宜受廣泛關注，浸
會大學前晚向師生校友發信，指
校方委聘的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
工程師，已為校園內5處在建築物
建成後加設的小型綠化天台或平
台完成安全檢查，而有關承重的
鋼筋混凝土結構狀態良好，及符
合原有制定的承重量，沒有超出
負荷的跡象。
浸大在信中表示，校方委聘的專
業人士已自後3次於各綠化天台或

平台進行目測或實地檢查，又對照
相關圖則及現場環境及就設計作結
構檢核，初步報告認為有關結構狀
態良好，也符合原有制定的承重
量，最終報告會於本月內通知師
生、校友。
校方又強調，校園安全是其最重

視並首要處理的事項，未來會持續
就各綠化天台或平台進行定期目測
檢查及保養，而根據現有保養方
案，校內邵逸夫大樓的綠化天台也
會於本年夏季展開維修工作。

浸大5綠頂 安檢證結構良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城大報告
發現，倒塌屋頂的綠化工程使用了錯誤的
荷載數據，惟市民並非專業工程師，難以
確認進行的工程是否安全。工程師學會昨
日舉行「綠化天台與樓宇結構安全講
座」，講解進行綠化工程的程序和需知，
提醒市民進行綠化前一定要入則，以保障
人和建築物的安全。

署方批「開工紙」才開展工程
工程師學會結構分部委員、註冊結構工

程師黎兆麟表示，業主委託承建商為樓字
加建綠化工程，會作多項分析，包括研究
大廈結構、進行地盤勘察、檢查維修保
養、分析新增綠化物的設計，認為用途有
重大改變，就要考慮向屋宇署入則，署方
批出「開工紙」後才能開展工程，並將聘
用承建商資料通知署方，完工前再作最後
視察，及提交所有有關文件和記錄予屋宇
署後，才算是完成工程。
他建議市民進行綠化前一定要入則，以

保障人和建築物的安全。
工程師學會結構界別顧問小組主席陳少

德表示，荷載是建築物設計最重要一環，
主要可以分為「恒荷載」、「外加荷
載」、「活荷載」等。「恒荷載」即建築
物結構自身重量；「外加荷載」為不能即
時移動的重量，或外加永久的承重，如園
藝、綠化所用的填土和排水系統；「活荷
載」的大小和位置會隨時間變化，例如
人、傢俬等。
陳少德解釋，《建築物條例》規定，不

同建築物有各自的外加荷載，例如花園中
的露天地方，最小外加荷載為5kPa（千帕
斯卡，即每平方米可承受500公斤） ；屋
頂及簷篷，則按用途有不同的最小外加荷
載，如果有通道通往屋頂，最少也要有
2kPa。他指出，綠化天台的泥土、防水及
排水系統，及綠化植物的重量，都應視為
外加荷載處理，業主和承建商展開工程
前，必須翻查建築物最新圖則，確保加建
物沒有超出建築荷載能力。

工程師學會提醒：綠化前定要入則

■工程師學會
昨日舉行「綠
化天台與樓宇
結構安全講
座」。

岑志剛 攝

■城市大學前
日公佈運動中
心屋頂倒塌事
件調查委員會
報告，證實綠
化工程的承建
商及認可人士
錯用舊數據，
導致計錯屋頂
荷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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