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地政總署繼上星期五張貼還原令後，昨日再派員

到被揭發有港府前高官及商人佔用官地並改建寮屋的大潭灣東丫背村，採取管制

行動。地政總署昨晚表示，因發現上址不合法佔用官地情況持續，已即時移除佔

地物品及豎立15個告示牌，並搜集證據跟進檢控工作，其間並沒有戶主現身，

至於其他非法構築物需於今日限期內清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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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巿大學上周公佈運動中心綠化
屋頂倒塌事件的調查報告，顯示承建商
錯用舊圖則的負重數據，導致計算承托
力出錯，造成意外。調查委員會其中一
名成員、註冊結構工程師劉志宏表示，

用錯圖則的情況罕見，惟城大在制訂工程合約
時已跟足程序，認為城大在法律上無須負上責
任。
劉志宏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舊圖則

的負重數據並非由城大提供，一般是由認可人
士自行到屋宇署上網找圖則，形容事件是罕有
錯誤。
他又指，運動中心於1989年獲審批的圖則，
已清楚列出天台的可承載力，質疑負責工程的
承建商，因未有計算天台積水後變型的情況，
最終引致屋頂倒塌。

劉志宏指出，由於城大未有與認可人士簽
訂合約，故只可選擇向承建商追究責任。
至於類似工程是否需要入則，他指法例沒

有清楚說明綠化工程是否需入則，要視乎認
可人士的決定，但如果建築物改變用途及負
重，便有入則的需要，因為可以再多層檢視
工程計算有否出錯，「一旦發現設計有問
題，屋宇署也可即時拒絕承建商展開工程，
避免發生事故。」

屋署或控承建商認可人士
他又指，城大的合約規定，要求承建商須委

聘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故認為城大在
法律上毋須負上責任。而根據經驗，如果有足
夠證據，不排除屋宇署會同時向承建商和認可
人士提出訴訟。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私人土地
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的進展。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陳婉嫻質疑工程進度緩慢，其
中5個項目要等到2017至2018年度才落
成，建議部分申請程序可同步進行。勞
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譚贛蘭回應指，
計劃牽涉改建及重建，故需時較長。
政府推行特別計劃，資助社福機構改

建或加建院舍，以提供更多安老或復康
服務名額，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昨日
開會討論計劃的最新進展。勞福局公
佈，計劃自2013年推展至今，收到63
份申請，合共增加1.7萬個安老及康復
服務名額，當中5個項目在2017至2018
年度落成。
陳婉嫻在會上表示，贊同計劃能幫助

有需要院舍，惟項目進度緩慢，其中5
個項目要等到2017至2018年度落成，
要求政府壓縮程序，加快落成時間，又
建議部分申請程序可同步進行。工黨張
超雄質疑，項目由公帑資助，但日後經
營時，60%名額要自負盈虧，而最快完
工的項目全屬自負盈虧，擔心收費高
昂，令無經濟能力的人不能享用服務。

勞福局：涉改建重建需時
譚贛蘭解釋指出，計劃牽涉改建及重

建，部分項目更要向城規會申請改變土
地用途，故需時較長。她又指出，若原
有院舍屬自負盈虧，擴建部分一般不會
改為資助名額，否則運作有困難；而自
負盈虧與資助名額的比例，一向遵從獎
券基金的規定，但當局會彈性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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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文森）粉嶺馬
屎埔村收地風波暫告平息。恒基地產旗下的祺星
有限公司上星期獲高等法院批准，可在執達主任
協助下到馬屎埔村收地，更可尋求警方協助。不
過，昨日在現場所見，沒有執達吏到場，反而兩
名已留守十多天的抗爭者自行撤離。恒地發聲明
表示，對事件最終獲和平解決感到釋然。
昨日約中午時分，在其他聲援人士擊鼓及講述

訴求下，兩名身穿黃色雨衣的留守者收拾部分物
品後，爬出搭建在需被收回土地上的「木堡
壘」。其中一名留守者「阿M」稱，自本月2日
起已在農地聲援，因為感到疲累而選擇離開「堡
壘」。他否認是因為害怕面對執達吏執行禁制令
所帶來的法律責任而撤走，又拒絕回答「堡壘」
內是否仍有人留守。
「土地正義聯盟」執委葉泳琳則堅稱，是次收

地風波並非純屬私人土地糾紛，又批評政府在新
界東北發展計劃中，首次容許擁40萬呎土地或以
上的地產商申請「原址換地」作發展，政策嚴重
損害本地農業。
在留守者撤離後，現場保安人員於下午在「木

堡壘」外拆除部分圍板，其間並未遇上阻撓。
恒地發表聲明指出，已接獲看守馬屎埔村被非

法佔據土地的保安員報告，指餘下最後兩名非法
佔用者已自行離開。恒地對於事件最終獲得和平
解決，感到釋然。

霸地者自撤 恒地感釋然

佔官地豪建 地署拆花園
豎告示牌蒐證擬檢控 非法構築物限今清除

■恒地對馬屎埔收地事件最終能和平解決感到釋
然。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華鎧瑩）環境諮詢
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討論於4月1日生效的《戶
外燈光約章》進度。環境局報告指出，現時有逾
四千個商戶參與計劃，環保署已定期進行監察，
並積極聯絡未簽署商戶，推廣減低光滋擾及能源
消耗，冀能達成環保共識。
環境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馬周佩芬指出，已有戶
外燈光專責小組定期監察香港光滋擾問題較嚴重
的鬧市，如旺角、尖沙咀及銅鑼灣等；小組除了
會留意有簽署約章的商戶有否遵從指引外，亦會
聯絡徹夜開啟照明系統的商戶，宣傳有關約章。
馬周佩芬表示，計劃僅推行兩個多月，未有足

夠數據分析商戶自願簽署的誘因，但據知不少商
戶因燈箱設計舊式，技術上未能安裝計時器設定
每日定時開關，唯有通宵亮起宣傳燈箱。
她表示，環境局打算舉行約三十場研討會，邀
請各行各業介紹指引內容及環保事宜，適時提供
技術意見。
環境局現時每年收到約二百宗有關光滋擾的投

訴，包括非廣告燈箱；而在約章生效至今的兩個
多月，投訴數字未見明顯差別。專責小組將於約
章生效兩三年後進行詳細檢討，其間亦會密切監
察各區情況，如收到投訴有關商戶違反約章，勸
喻不果或會將其除名。馬周佩芬續說，希望透過
約章與商戶達成環保共識，避免浪費能源，造成
光滋擾，但強調凝聚市民力量響應計劃需時。

舊式燈箱被迫通宵亮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面對全球溫室效應加劇，不少
高度發展城市提倡綠化樓宇，但近日城大綠化屋頂塌陷事件，引
起公眾關注有關工程的安全。香港建築師學會執業事務部主席呂
慶耀昨日表示，該事件實屬不幸，不希望因此影響公眾對綠化天
台的觀感。他又指出，無論屋頂是以鋼架或是混凝土構建，重點
在於「計對條數」。
城大塌陷屋頂的結構是採用輕身鋼架。呂慶耀表示，專業人士
進行頂層綠化工程時，必須清楚計算樓層負重能力，包括泥土重
量、泥土吸水後重量及去水層重量等，形容是「common sense」
（常識），惟今次事件有人採用了錯誤的數據導致失誤。
他又認為屋頂綠化工程採用混凝土較鋼架為好，因為前者可以
承載較多去水位。
另外，第十七屆亞洲建築師協會周年大會將於今年9月25日至
10月1日舉行，今年主題是「亞洲的綠色時代」，藉此呼應世界
綠色潮流。呂慶耀表示，應對氣候改變，綠色建築是趨勢，希望
透過國際性的交流，促進環保。

綠化樓宇最緊要「計啱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房委會昨日
通過2016/17年度的公屋編配估算，約有3.38
萬個租住公屋單位可供編配。房委會資助房屋
小組委員會主席黃遠輝表示，面對公屋申請者
眾，房委會首5年的建屋數量，很難達到長策
會平均每年供應二萬伙的目標，要直到2018
年至2021年才能到達供應量的高峰，但會繼
續維持輪候3年上樓的工作目標。

東涌56區未納入
可供編配的3.38萬個單位之中，約2.18萬

個為新建單位，1.2萬個為翻新單位。其中約
1.1萬個單位，原定於2015/16年度進行編

配，因天氣、人手及鉛水事件影響，需要延後
一年編配。而原訂於今年11月落成的東涌56
區共3,580個單位，小組保守認為可能未能在
2016/17年度落成，不會納入2016/17年度公
屋估算。
房委會又公佈2015/16年度「配額及計分

制」申請查核工作的最終結果。查核2.8萬個
申請個案後，約半數申請被取消，原因包括超
逾公屋申請的入息或資產限額、在港擁有住宅
物業、未有回應房屋署重複的查核要求等。

料1.5萬轉申市區
另外，資助房屋小組亦重啟轉隊措施，通過

容許在2012年9月30日或以前已登記的公屋
申請者，可更改其公屋選區為「市區」。
黃遠輝表示，未來數年市區公屋的預測供應

量增加，而正輪候市區公屋的申請者數目亦會
逐漸遞減，遂同意一次性地容許已登記的公屋
申請者選擇更改其公屋選區為市區，預計會有
超過1.5萬個申請人選擇轉隊。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

強表示，今次有近萬名單身申請人，因為未有
回應及提供文件供查核被取消資格，而房委會
拒絕委員建議安排上訴和保留號碼機制，批評
房署不近人情、制度僵化。他又說，多個新居
屋項目屬遠期樓花，由銷售至正式入伙需時最
少兩年，如果樓市下跌，會變相減少居屋折扣
率，建議房署考慮重推回購制度，或在面對樓
市大幅波動時，豁免買家撻訂沒收訂金。

本年度3.38萬公屋可編配

地政總署於昨晨10時許委派約五名職員到東丫背村
視察，先後在涉事寮屋外拍照，以了解屋主是否

已根據還原令清拆違規建築。約11時，當局派出約二
十名身穿黃衫工人到場，將涉及還原令的違規建築清
拆。

樹屋等已被拆卸
工人先將官地範圍的物件清走，較重的物件如大花盆
等，工人則先用石頭打爛，以方便搬運。工人又在多處
豎立告示牌，表明佔用政府土地者會被檢控。至於官地
範圍的樹屋等部分大型構建物，地政總署人員到場前已

被拆卸。
管制行動進行期間，被其中一戶飼養的大龜在戶外四處

遊走，愛護動物協會一度派員到場了解，並為該隻大龜拍
照以作記錄，其後大龜被一名南亞裔人士抱回屋內。

寮屋須盡快還原
地政總署人員於上星期曾在村內約二十處張貼非法佔

用官地的通告，大部分通告昨日已被清理，但仍有物品
未被清走，因此人員即時採取行動。
至於被指違規建造的渡頭，地政總署正核實情況，暫

時未採取行動。而寮屋的大小物料及用途與原來不符，

地政總署已要求屋主盡快還原。
地政總署昨晚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該署轄下港島及

鯉魚門寮屋管制辦事處及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昨日再
次派員到東丫背村，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
採取首階段管制跟進行動。因發現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情
況持續，隨即採取行動。
就寮管處於上周五張貼通知的5間沒有寮屋登記編號

的非法構築物，地政總署指已要求佔用人於今日前停止
佔用官地，若佔用人未在限期前停止佔用，寮管處會採
取管制行動將非法構築物清拆，並跟進檢控工作。

冀下周查清佔地
至於現時位於東丫背村已獲發寮屋登記編號的構築物

及該地帶的多個渡頭，地政總署指詳細調查工作仍在進
行中，並會因應結果部署下一輪管制行動。 該署重
申，目標是於下星期內完成調查並公佈結果。
由於搜證及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現階段不適宜提供
片面資料或預先透露執管行動的具體安排，以免引起揣
測和影響執管行動的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李慧宜）市
區重建局早前宣佈撤回去年1月推出的土
瓜灣春田街及崇志街重建項目。多名九龍
城區議員昨日聯同約五十名土瓜灣居民到
市建局總部請願，要求重啟計劃，並擴大
重建範圍。他們又批評市建局對樓宇估價
過低，即使居民賣掉原本居住的單位，也
不足夠重購一間同區7年樓齡的住所。

李慧琼王國興梁美芬等請願
民建聯主席、九龍城區議員李慧

琼，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經民
聯議員梁美芬；九龍城區議員林博及余
志榮聯同多名居民，昨日到位於中遠大
廈的巿建局總部請願。他們高舉「反對
封閉春田街」、「水深火熱拖到幾時」
及「要求重啟KC-008」等標語，不滿市
建局撤回土瓜灣原本的重建項目。一眾
請願人士將請願信交給市建局代表，表
達他們的訴求。
梁美芬認為，市建局現時的重建方案

不完善，「收一些但不收一些」，令那
些不被收購的樓宇成為「孤島」，甚至

被多個重建工程包圍，影響生活。
另外，在新方案下，市建局可按市價

收購物業，待新項目獲審批後，業主才
可領取特惠津貼以補回差價。梁美芬表
示，市建局對物業的估價過低，可能只
是相當於40年至50年樓齡的物業價錢，

即使居民賣掉物業，也無法在同區買到
一間7年樓齡的住宅。
相反，在原本方案下，住戶可得到實

際的物業估價，即是以7年樓齡的呎價估
算。
一眾議員促請政府重啟土瓜灣春田街

及崇志街重建項目，同時應將鴻福街及
銀漢街附近的唐樓納入重建範圍。
他們又希望以小區式發展重建，增加

配套如停車場、戲院等，並盡快訂立確
實的收購時間表，以盡早改善社區環
境。

民記工聯促市建重啟收購春田街

■■李慧琼李慧琼、、梁美芬梁美芬、、林博及余志榮等昨到巿建局總部請願林博及余志榮等昨到巿建局總部請願。。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管制行動進行期間，被其中一戶飼養的大龜在戶外四處走。 有線新聞截圖 ■較重的物件如大花盆等，工人先用石頭打爛，以方便搬運。 有線新聞截圖

■黃遠輝表示，房委會首
5年的建屋量難以達到長
遠房屋策略的供應目標。

岑志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