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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南豐集團已故創辦人陳廷驊家族財產糾

紛，陳的前妻楊福和指控幼女陳慧慧在財產分配上，隱瞞所獲物業資產

已大幅升值，令她少收至少15億元，早前興訟要求高等法院推翻資產安

排。高院早前判楊福和勝訴，撤銷該項具爭議性的資產分配安排，並下

令陳慧慧須向母親作出賠償。母女雙方其後均就裁決提出上訴，上訴案

將於今年10月開審。陳慧慧昨獲法庭批准，先行向法庭存入83億元的

相關賠款，以避免日後龐大利息支出。

陳廷驊妻女爭產 83億存法庭
上訴10月審 官頒令14天內委任會計師計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旺角
朗豪坊上月底發生罕見扶手電梯事故
後，機電工程署隨即展開跟進工作，即
時要求有關的註冊自動梯承辦商，為全
港所有垂直提升高度15米或以上的自動
梯進行特別檢查，確保安全。機電署昨
日公佈，特別檢查已全部完成，並無發
現異常情況。
機電署已要求奧的斯電梯（香港）有
限公司（即朗豪坊的自動梯承辦商）為
在本港所有奧的斯自動梯進行特別檢
查，並於1個月內完成，其間機電署會
審視有關安排及進行巡查。

署方繼續就朗豪坊扶手電梯事故進行
深入調查，包括審視有關承辦商提交的
事故報告，預計調查工作將於兩個月內
完成。
另外，奧的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發言人昨日強調，每日使用該公司產品
及服務人士的安全至為重要，公司謹遵
業內嚴格的安全標準，並自上周起已在
本港主動為其他扶手電梯進行額外檢
查，有關檢查仍在進行中，料可於月內
完成，並致力確保有關工作不會為乘客
帶來不便。公司會繼續與機電工程署及
客戶合作，完成有關工作。

全港「天梯」特檢全過關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高俊
威）民航處於去
年底啟用的新航
空交通管理系統
多次出現問題，
早前成立專家小
組展開研究，並
於昨日發表中期
報告。民航處處長李天柱（見圖）稱，報
告確認新系統提供安全可靠服務，雖在磨
合期曾出現不順暢，但問題已大致解決。
報告又提醒民航處，需要為稍後夏季可

能出現的惡劣天氣做好準備。
民航處成立的專家小組於昨日舉行第四

次會議，並就民航處於去年11月全面啟
用新系統後出現的情況及所進行的優化和
微調工作，發表中期評估報告。
李天柱會後指出，報告確認新系統自去

年11月14日啟用以來，一直為航機提供
可靠、安全和暢順的航空交通管理服務。
他表示，小組審視了系統的表現數據，
例如系統的「可用度」，並與國際認可的
歐洲空中航行安全組織的要求作比較，新
系統全面投入服務以來，完全毋須啟用備
用系統，主系統的可用度一直高於99.9%
的目標，達到國際最佳水平。
對於在磨合期出現的3種狀況，即雷達

顯示屏幕上的航機位置出現雙重影像、短
暫未能顯示航班部分資料、電子飛行紙條
系統短暫故障。
李天柱引述報告指，民航處已按照國際

最佳做法，有效處理不同情況，並已找到
合適方法，問題大致解決。

舊系統有望下月結束備用
他說，特別是針對因雷達技術限制而導

致屏幕上航機影像未能顯示狀況，民航處
已透過逐步推行衛星導航監察技術
（ADS-B）來解決。此外，專家小組亦同
意，舊系統毋須重用，若未來數周一切順
利，民航處可按原定計劃，於新系統啟用
6個月後即下月14日，結束舊系統靜態備
用狀態。
他又引述報告向民航處提出的3項建

議。首先，雖然新系統順利克服去年底及
今年初航空交通流量高峰期，但民航處必
須為稍後夏季期間的惡劣天氣和颱風季節
做好準備。其次，要繼續密切監察ADS-B
的表現，在今年內逐步將ADS-B技術全
面融入新系統內；第三，是繼續多諮詢前
線空管人員的意見。
報告亦督促民航處，繼續留意空管人員

的工作量，並嘗試透過檢討小休的不同安
排，和在航空交通高峰時段增加人手等措
施，配合長遠航空交通增長。
李天柱承諾，民航處會繼續參考專家小

組意見，盡全力優化系統。小組會於今年
11月底任期完結時，發表總結報告。
他強調，新系統全面啟用4個多月來，

處理的總航空交通量超過前一年同期約
4%，整體運作非常暢順，除了是對新系
統良好表現的一種肯定，亦代表民航處人
員的專業和努力的成果。

新空管中期報告：
達國際最佳水平

交津每月入息及資產限額
組別

1人或個人申請

2人

3人

4人

5人

6人或以上

資料來源：勞工處 製表：聶曉輝

調整前月入限額

10,000元

16,600元

18,900元

22,100元

22,800元

25,200元

新月入限額

稍後公佈

17,000元

19,500元

22,800元

23,900元

稍後公佈

調整前資產限額

88,500元

120,000元

180,000元

240,000元

240,000元

240,000元

新資產限額

91,500 元

123,000元

184,500元

246,000元

246,000元

246,0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勞工處
昨日宣佈，調高「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
劃」下2人至5人住戶以住戶單位提交申請
的入息及資產限額，適用於由今年2月起
的津貼，其中入息限額上調400元至1,100
元不等，資產限額則上調3,000元至6,000
港元不等，惟1人及6人或以上住戶申請的
入息限額需要下調。符合新限額的申請人
最快可於今年8月提交申請，以申領今年2
月至7月合共6個月的津貼。

兩組別入息限額稍後公佈
勞工處指出，按照交津計劃現行的每年
調整機制，適用於個人申請、1人住戶申
請及6人或以上住戶申請的入息限額，根
據去年第三季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有需要下調。勞工處建議在2017年度的入
息限額調整中作一次性的特別安排，凍結
相關入息限額，並將諮詢立法會的意見，
勞工處稍後會公佈該兩個組別的入息限
額。
個人申請、1人住戶申請及6人或以上住

戶的申請，如申請津貼時段橫跨今年2
月，即新入息限額開始生效的津貼月份，
勞工處會先行處理該等申請中涉及今年2

月之前津貼月份的部分，以發放津貼予合
資格申請人。至於該些申請中涉及今年2
月或之後津貼月份的餘下部分，勞工處會
在確定相關組別的入息限額後處理。
另外，預算案中提及擬向符合資格領取

交津的人士發放一次性額外款項。勞工處
表示，待《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通過
後，會調整電腦系統，以期盡早安排向
「符合資格領取人士」發放有關款項。
在交津計劃下，「符合資格領取人士」

是指那些在適用期（即由通過《2017年撥
款條例草案》的月份之前6個曆月之始至
通過《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當天）內提
交交津申請的人士。如申請是以郵遞方式
提交，郵戳日期將被視為交津申請日期。
額外款項相當於「符合資格領取人士」最
近一次獲批的交津申請中獲批月份的平均
津貼金額，有關金額因個案而異。
政府呼籲新申請或過往曾領取交津的人

士，在適用期屆滿前提交申請。在交津計
劃下，申請人在申請中可選擇涵蓋過去的
6個至12個曆月。不論申請人過往申請所
涵蓋的曆月數目，申請人可考慮按其情
況，在適用期屆滿前提出申請，例如提交
涵蓋曆月數目較以往為少的申請。

鼓勵就業交津
入息資產降門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由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主持的扶貧委員會昨日舉行
會議，委員會同意由2017/18學年起，沿
用現有模式，延續推行為清貧大學生提供
「院校宿舍津貼」項目及增加「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項目兩年
至 2018/19 學年完結，讓每年分別約
6,500名及18,000名學生受惠。
在2017/18學年，受惠學生最多可獲

9,040元的「院校宿舍津貼」及／或2,250
元的額外學習開支助學金。由於項目尚有
剩餘撥款，延續兩個援助項目所需的額外
撥款分別為5,770萬元及2,595萬元，經修
訂的總撥款分別為1.9470億元及1.7695
億元。
委員會亦在會議上備悉關愛基金各援助

項目的進度及財務情況，並通過基金存放
於香港金融管理局並在今年6月到期的50
億元的投資續期安排。基金自2011年成
立以來，先後通過36個援助項目，總受
惠人次約151萬。
截至今年2月底，基金的總承擔額超過

70億元，基金結餘約有198.37億元。
另外，食物及衛生局與深水埗民政事務

處的代表在會議上，向委員簡介了墟市發
展的情況以及部分地區舉辦墟市的經驗，
委員就墟市在地區扶貧及創造就業的效益
等相關議題發表意見。
委員亦備悉《貧窮線輔助分析：2015

年貧窮住戶的開支模式》資料文件。是次
分析由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的經濟分析
及方便營商處聯同政府統計處進行，根據
「2014/15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結
果，編制貧窮住戶的開支模式數據，作為
貧窮線框架以外的輔助參考。該資料文件
已上載至委員會的專屬網站（www.pover-
tyrelief.gov.hk）讓公眾參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垃圾
收費勢在必行，環境保護署昨日出席環
境諮詢委員會會議，匯報政策進度並聽
取委員會成員意見。主席黃遠輝會後表
示，大部分委員會成員支持及歡迎落實
垃圾收費政策，希望長遠至2022年，令
全港固體廢物整體減少40%。
政策初步計劃劃一家庭廢物及工商廢

物收費標準，以「按袋」收費及「按
重」收費兩種模式運行，實施後3人家
庭每月約需繳交30元至44元垃圾費。
環保署副署長吳文傑介紹，政府將推
出2款有9種容量的垃圾袋，容量分別由
3公升及100公升不等，由本地製造並附
有防偽標籤，於全港約4,000個銷售點
包括便利店、超級市場、郵局等出售。
90%的住宅、村屋、街舖、公共機構

的住戶或商家，由食環署提供垃圾收集
服務，該類用戶採用「按袋」收費，購
買環保署指定垃圾袋，將垃圾包妥才能
棄置，每公升廢物收費0.11元。
若未用指定垃圾袋或未有包妥，食環
署前線人員可拒收。大型廢物無法包
裹，需貼上大型廢物標籤才能棄置，標
籤劃一收費11元。
另有10%因地方偏遠未能使用食環署

垃圾收集服務的住宅大廈，及一般工商

業樓宇則採取「按重」收費模式。住戶
或商家聘用私營廢物收集商收集垃圾，
在傾倒時需按廢物重量支付「入閘
費」。具體包括在4個市區及新界西北
廢物轉運站入閘的廢物每公噸收費395
元，其他轉運站及堆填區的入閘費為每
公噸365元。
黃遠輝表示，有委員會成員擔心全港
2,900個垃圾收集點中，約700個位於郊
區，部分因無人監管或會出現「非法傾
倒」問題。
吳文傑表示，會在非法傾倒嚴重的黑
點加強巡查及執法。廢物收費實施首6
個月為「適應期」，執法人員會對違規
人士作出警告，但就嚴重或重複違規個
案，亦會直接採取執法行動。

環諮會冀2022年固廢減40%

院校宿津續推
專上生資助加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已有114
年歷史的赤柱名校聖士提反書院揭發更衣
室偷拍事件，警方證實在上月下旬接獲校
方報案後，已拘捕7名涉案男生調查，昨
晨警方再派員到學校了解情況。校方對偷
拍事件深感遺憾，已勒令7名學生暫時停
學，並向家長發信強調對該類嚴重違紀行
為零容忍，教育局亦已就事件接觸校方，
繼續跟進事情發展及提供適切支援。
昨晨10時50分，警方西區重案組兩名探

員抵達赤柱聖士提反學校，繼續就上月下
旬揭發的校園更衣室發現偷拍鏡頭的偷拍
事件展開調查，惟時值學校假期，並無學
生上學。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局方已就事件接觸
校方，學校已啟動校內機制處理有關事
件，局方會繼續與校方保持緊密聯絡，跟
進事情的發展及提供適切支援。發言人

指，由於警方正處理事件，局方不會作出
評論。

多間更衣室課室藏鏡頭
事發上月24日，警方接獲赤柱直資名校
聖士提反書院的職員報案，指在校內的運
動場更衣室、泳池更衣室及多間課室均發
現被人暗中放置了隱藏鏡頭，懷疑有人進
行非法偷拍。
基於事態嚴重，警方西區重案組接手
後，迅速拘捕校內7名涉案男學生，他們
年齡由15歲至16歲不等，涉嫌「有犯罪或
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名被帶署調
查，各人獲准保釋候查，本月中旬再向警
方報到。據悉警方仍正調查7人犯案的真
正動機。
屬香港首間寄宿英文中學的聖士提反書

院，針對事件已於上月28日向家長發出通

告，指在上月24日揭發數名學生嚴重違反
紀律，涉嫌與在校內部分課室、運動場更
衣室及泳池更衣室偷拍事件有關，通告指
當日校方已經報警及通知受影響學生的家
長，涉案學生已被暫時停學接受警方調
查。

校方：對嚴重違紀零容忍
校方續指受影響的同學亦獲安排輔導跟

進，校方會繼續向家長公佈適當資訊，校
方對於這類嚴重違紀行為零容忍，並對偷
拍事件深感遺憾，校方及所有老師都關心
及支持受影響學生的家庭，重視所有學生
的德育和正確的價值觀，此事雖令人失
望，但校方仍秉持教育的責任，堅持保護
學生免受傷害，使他們能在安全的環境中
茁壯成長。
據悉，涉案的7名男生中包括有應屆

DSE考生，上周五(3月31日)有人曾被探員
帶回學校調查；另有學生指，被捕的其中
一名男生平日頗喜歡玩網上遊戲，惟近日
已不見其上網登入遊戲。

聖士提反揭偷拍 7男生涉「性事齊犯」

■揭發學生偷拍事件的聖士提反書院。

■ 黃 遠 輝
（左）稱，
大部分委員
支持及歡迎
落實垃圾收
費政策。
陳文華 攝

■年逾九旬的楊福和（左圖）因中風未能
在爭產案出庭。右圖為陳慧慧。 網上圖片這宗爭產上訴案昨日於高院進行指示聆

訊，女兒陳慧慧一方需要在 14天
內，將該筆83億元賠償金存入兩個指定戶
口。在上訴案有最終結果後，陳多付的款
項將獲歸還。
同一時間，與訟雙方均希望將有關款項

按照法庭指示進行投資，惟法官認為法庭
不能作出投資指示，頒令雙方需聘用一位
獨立的投資顧問處理有關事宜。

母要求披露資產估算
另外，雙方在法院作出裁決後，仍未能

就賠償方法及金額達成共識。楊福和一方

指，己方有權了解涉案資產值，要求女兒
一方披露相關資產細節，以便就賬目進行
估算，才選定賠償方案。
不過，陳慧慧一方則反對有關申請，認

為會對她造成不公。法官認為可尋求獨立
會計師處理有關事宜，決定運用法庭權
力，頒令要求雙方在14天內委任一名雙方
同意的獨立會計師，若雙方未能同意，則
各自提名再交由法庭決定。

原審時指女隱瞞資產升值
楊福和與幼女陳慧慧財產分配爭議，去

年9月在高院展開訴訟，楊指前夫於2004

年與她及兩名女兒陳慧芳和陳慧慧訂下分
產協議，訂明兩名女兒各獲分45億元財
產，惟每人須從獲分資產中向母親支付至
少15億元，惟楊指幼女陳慧慧未有完全披
露資產及隱瞞資產已升值至近90億元，故
興訟要求擱置分配安排。
高院去年11月頒下判詞，裁定母親楊福
和勝訴，法官批評女兒陳慧慧作供時不誠
實，經常趁機力數胞姊陳慧芳的不是，常
以冗長重複的答案迴避她無法回答的問
題，裁定陳慧慧違反授信責任，下令撤銷

上述安排，頒令楊福和可在14天內選擇要
求女兒交還83億元至87億元，或要求她交
代及交還12年來因違反授信責任所取得的
利益。
法官同時指出，楊年紀老邁，身體狀況

亦欠佳，認為此案不應再重審。
92歲的原訴人楊福和於2011年與陳廷驊
正式離婚，2014年6月因嚴重中風，獲高
院委任監護人代表她繼續進行訴訟。兩名
被告分別為陳慧慧及Timford Resources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