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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辦Hea查唔知寮屋「增高」170%

郵輪泊岸少 啟碼丁財淡
船數遜預期31.3% 人均消費跌40% 商業區51.9%無開

四成校英語「水皮」語常會竟懵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耗資82億元、啟用4年的啟德郵輪碼頭，其交通配套設施一向為人詬病。

審計報告發現，去年船隻泊岸數目只有191船次，較政府預期低31.3%，去年旺季期間碼頭整體使用率仍

僅得38.3%，旅客人均消費金額兩年下跌近40%。配套方面，碼頭商業區有51.9%面積沒有營業，商業

區人流不多。審計署建議旅遊事務專員應採取進一步措施吸引更多郵輪停泊，並敦促碼頭營運商把地方租

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地政
總署轄下的寮屋管制辦事處，負責
監察及巡查寮屋。不過，昨日發表
的審計報告批評寮管處辦事不力，
未能發現違規的已登記寮屋，例如
有兩間已登記寮屋高度，分別由11
呎及 9 呎，增至 27 呎，增幅達
170%，但寮管處卻未能發現違規
情況，批評情況並不理想。審計報
告又發現，有寮屋接獲地政總署發
出的清拆通知書逾半年後，依然置
若罔聞，更繼續經營食肆。
審計署與地政總署人員去年12月
到港島區某村實地視察，當中50個
構築物可能違反寮屋管制政策。經
地政總署調查後，有7宗屬新違規
個案，即審計署視察前，地政總署
並不知道該些違規情況。其中兩間
已登記寮屋總面積，由690平方呎
擴建至800平方呎，高度分別由11
呎和9呎增至27呎。
另外，兩間已登記寮屋，總面積

由230平方呎擴建至460平方呎，
高度分別由5呎及6呎增至12呎，
用途由貯存改為住用，建築物料則
由木材改為混凝土。不過，寮管處
人員例行巡查時未有發現違規，只
靠投訴處理違規個案。

寮管處執法歎慢板挨批
審計署又審查部分違規個案，發

現寮管處執法行動緩慢，例如位於
九龍海旁數間用作經營食肆的寮
屋，2016年7月經寮屋管制人員實
地視察後，證實3間已登記寮屋未
經地政總署批准重建。因此，地政
總署取消該些已登記寮屋的寮屋登
記編號，並發出清拆通知書。雖然
3份清拆通知書於去年10月及11月
屆滿，但截至今年1月仍未清拆，
其中兩間食肆依然營業。
鑑於上述3間寮屋有違規情況，

地政總署去年8月至12月，在該3
間寮屋位處海旁，實地視察133間
作商業用途的已登記寮屋，截至去
年12月，確認違規的有48間。
審計署批評，寮屋管制人員例行

巡查期間，未能發現該3間寮屋違

規重建，也未能發現相關海旁其他
48間寮屋違規，情況不理想。
報告又指，地政總署未有向差餉

物業估價署提供全部262,128間在
私人農地上搭建的寮屋，以及所有
15,214個政府土地牌照涵蓋的持牌
構築物資料，以供估價署按情況評
估和徵收差餉及地租。

應檢討監察制度成效
審計署建議，政府應就違規已登

記寮屋適時採取適當執管行動，同
時採取措施，防止再次因地政總署
不同組別之間權責不清而延遲採取
執管行動，並檢討寮屋及持牌構築
物監察制度成效，考慮推行經改良
制度，監察有關構築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最新
審計報告審視語常會轄下語文基金運
作情況。報告質疑，教育局過往一直
未有制定語文基金成效指標，參與基
金提升英語水平計劃的中學，超過四
成（170多間）表現未如理想，但卻
沒有向語常會匯報。獲語文基金撥款
推行的多個項目，均有逾期提交報告
情況，亦有未用撥款卻耽擱退還問
題。報告又指，教育局推動「普教
中」已逾16年，但基金「普教中」
研究仍未有得出較明確結論，認為當
局應加強落實支援建議，並作進一步
研究，以決定未來路向。
自1994年成立以來，語文基金已

先後獲批注資共80億元，資助各項
推動提高市民的中英文能力計劃和項
目。不過，審計報告發現，基金行政
及支援措施管理方面都有不少問題。
其中，在加強支援中學英語教與學方
面，基金合共撥款逾12億元予兩項提升英語水平計
劃，分別有439所中學及386所中學參加，但有關計劃
卻只有教育局管理。
根據其評估報告，分別有177所（41%）和175所
（45%）學校，在達至所承諾目標方面表現未如理
想，但相關資料及結果卻沒有提交語常會。
另外，語文基金曾於2007年批出2.25億元供160所
中小學推行「普教中」試行計劃，審計報告指，基金
隨後曾就計劃進行評估研究，但160所學校當中只有4
所學校獲選為研究對象，而該研究未有明確結論，指
出「普教中」是否更有效。報告認為，教育局已推行
「普教中」逾16年，對採用「普教中」學校，需要加

強協助落實支援建議，另一方面亦應該就「普教中」
成效進行更多研究，從而得出較明確結論，決定未來
路向。

教局：同意審計建議
教育局回應指，整體上同意審計署各項建議，就各

計劃匯報、項目報告、未用撥款依時退還等事宜，語
常會秘書處會採取適當措施跟進。至於「普教中」的
推行，教育局指，語常會已提出建議，使用不同平台
整固和推廣參與「普教中」支援計劃學校所採用的良
好方法，而語常會秘書處會繼續收集數據，監察在香
港各學校推行「普教中」情況。

■審計報告指，語文基金對香港中小學採用「普教中」研究仍未有得出
較明確結論。 劉國權攝

■審計報告批評寮管處辦事不力，未能發現違規的已登記寮屋。
劉國權攝

■啟德郵輪碼頭商場空置率高。 劉國權 攝

報告發現，郵輪碼頭使用率偏低，去
年泊岸郵輪船次數目為191船次，

較特區政府高增長前景方案所預期的278
船次低 31.3%；旅客人數達 677,031 人
次，雖符合預期，惟較高增長方案預計
少33.5%。

旺季使用率最高38.3%
另外，2014年至2016年，3年碼頭旺

季（旺季為1月至3月、10月至12月）的
整體使用率分別有 18.1%、22.5%及
38.3%。旅客人均消費金額方面，以香港
為中轉港的郵輪，平均金額由2013年的
4,699元下降至2015年的2,950元，跌幅
達37%。
配套方面，報告指碼頭商業區人流
少。碼頭商業區總面積為5,601平方米，
但截至今年 3月 1日，有 2,906 平方米
（51.9%）地方沒有營業，包括兩個天台
舖位及兩個位於2樓的舖位。

的士上落位 僅三分一開放
交通方面，商場免費穿梭巴士服務由

2013年的3個減少至2015年的2個，其中
鑽石山的商場因居民投訴，長遠未能維
持該服務，專營巴士服務5R路線乘客不
多，亦不設行李存放設施。
審計署亦到場視察，發現大批旅客輪

候的士，而的士輪候區內也有很多的士
在等候接載乘客，但18個的士乘客上落
位，只有6個開放使用。
郵輪碼頭大樓面向香港島的外牆，設

有一幅電視幕牆以展示信息和廣告。但
審計署發現，碼頭啟用以來，電視幕牆
從未租出，也沒有帶來任何收入。
此外，碼頭大樓去年共有83宗滲水個

案，涉及67個位置，當中12個曾出現超
過一次滲水，3個更出現超過兩次滲水情
況。
大樓的78部升降機及自動梯中，過去

兩年21部（27%）曾出現故障，當中7部
曾出現超過5次故障，有1部更曾出現17
次故障。

倡中期評估經濟效益
審計署建議旅遊事務專員應在碼頭累

積足夠運作經驗後，立即進行中期評
估，研究郵輪業在實現預期經濟效益方
面取得的進展，並定期檢討有關碼頭營
運商表現的服務承諾。
旅遊事務署回覆指出，去年郵輪停泊

次數及乘客人次達到政府估計，由於調
配到港的郵輪載客量3,545人，較2008
年估計的多約400人，故郵輪停泊次數
比預期低，但實際旅客人次比顧問估計
的較低增長情況超出25%。
使用率方面，該署指38.3%使用率與
新加坡濱海中心郵輪碼頭的45%相若，
預計今年旺季使用率進一步增加至
49%。

■的士乘客上落位18個，只有6個開放使
用。 劉國權 攝

■大樓78部升降機及自動梯中，過去兩年21部
曾出現故障。 劉國權 攝

■商場免費穿梭巴士服務由2013年的3個減
少至2015年的2個。 劉國權 攝

最新一期審計報告批評多個政府部門在履行職
責上存在疏忽、懶政的現象，導致社會整體利益
受損，包括地政總署的寮屋管制辦事處未能發現
明顯違規的寮屋，多個部門在監督慈善機構上存
在不足，等等。尤其地政總署是歷年審計署和申
訴專員公署報告的「常客」，同樣的問題年年不
改，反映少數公務員存在「不作為」的懶政作
風，對社會發生的問題視若無睹、對市民面對的
困境無動於衷，沒有發揮應有的管治作用。這些
現象破壞了香港公務員在市民心目中的良好形
象，對政府的管治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特區政
府對報告反映的問題必須採取切實措施加以解
決，對涉事官員予以問責，徹底整治無所作為、
玩忽職守的歪風。

全港現有38.8萬間登記寮屋，根據政策，寮屋
是「暫准存在」，不得加建，當局會定期巡視，
若發現非法加建便會取消登記或發出檢控。審計
署這次選擇了兩個寮屋管制辦事處實地觀察，揭
露有巡查隊聲稱15分鐘就巡了9個地點，結果是
有寮屋高度增加了170%、面積擴建一倍、木搭
的貨倉變成混凝土建築還住人。面對寮屋如此嚴
重的違規加建，地政總署有關人員竟然沒有發
現，可以說是成了不折不扣的「病貓」。

過去幾年，地政總署可算是審計署和申訴專員
公署報告的「常客」，亦是經常被媒體揭發批評
的政府部門。有關地政總署被指縱容霸佔官地的
「賣大包」行為，申訴專員公署在1998、2012、
2013和2016年都有報告；審計署在2012年亦有
揭露。去年傳媒就揭發大潭灣廢棄寮屋被改建成8

棟豪華獨立屋，地政總署隨即展開4個多月的
「加強管制寮屋措施」，至去年12月完結。結果
4個月之後的今天，又被審計署的最新報告揭發問
題依舊。同一個問題多年未見改善，反而日趨惡
化，這恐怕不是一句「人手不足」、「資源問
題」就可以搪塞過去的，定必是存在綱紀廢弛、
管理不善，以至員工玩忽職守、部門充斥官僚主
義所導致的惡果。政府有必要對這些問題進行深
入調查，找出原因，對症下藥地切實解決。

土地是香港的緊缺資源，關乎經濟發展和民生
改善。地政總署作為土地資源大管家，如果沒有
一種勤政作風，不能全面配合政府施政，尤其在
打擊非法佔用官地問題上執法不嚴，年年被批卻
毫無改進，形同縱容和鼓勵違法佔用官地的行
為，怎能不令人氣結和令市民失望？政府要大增
房屋供應，須開發新界土地，地政總署越是放任
霸佔官地，他日政府要收地建屋面對的阻力就越
大，要解決香港的房屋土地問題就越是困難重
重。

香港素以擁有一支高效、廉潔、專業的公務員
隊伍為榮，社會不能容忍少數人怠忽職守而破壞
公務員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影響政府管治。候
任特首林鄭月娥一再強調，良好管治不只要有良
好政策，公眾參與、法治精神、社會共識、適切
回應、向社會問責，都是重要元素，期待特區政
府高層對公務員隊伍存在的問題作出深入檢討和
整肅，各部門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徹底改進
工作中的不足。對屢批不改的部門必須嚴肅問
責，根除懶政怠工的風氣，全面提升管治水平。

深入檢討嚴肅問責 提升政府管治水平
先在宣誓儀式上辱華播「獨」，後又於去年

11月2日強行衝入立法會會議室的梁頌恆及游
蕙禎，昨天上午被警方上門拘捕，將被控以非
法集結及強行進入等罪。不少市民都對警方執
法讚好，認為依法追究這些用暴力衝擊手段達
到個人政治目的的激進分子，維護香港有法必
依、違法必究的法治社會基石，對遏制「暴力
政治」的歪風有積極而深遠的作用。廣大市民
希望政府全面追究違法「佔中」組織策劃者和
主要參與者的法律責任，並且對以後所有涉嫌
違法的激進暴力衝擊行為，也要依法進行處
理，真正維護法治尊嚴，確保社會回復理性和
諧。只有這樣，才能在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守住法律底線的前提下，真正實現社會
和解、修補撕裂。

去年，梁頌恆及游蕙禎在立法會莊嚴的宣誓儀
式上辱華播「獨」，違反有關宣誓的法律規定，
當時已被監誓人宣佈其宣誓沒有通過，不能履行
議員職責。11月初，梁、游連同約10名助理，
硬闖立法會會議室，保安上前阻止，雙方糾纏約
15分鐘，期間導致多位保安受傷，立法會最終報
警處理，原定舉行的會議也被迫休會。對於梁游
等人上述激進暴力衝擊行為，警方昨進行拘捕並
將控以非法集結及強行進入等罪名。梁游本周五
將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過去幾年，在反對派和激進勢力的煽動下，少
數激進分子把暴力衝擊作為達到其政治目的的手
段。他們動輒包圍衝擊政府機構和立法會，辱罵
圍攻政府官員和公眾人士，騷擾內地遊客，擾亂

公共秩序，甚至發生了去年新春的旺角暴亂事
件，嚴重衝擊香港法治和正常社會秩序。梁頌恆
及游蕙禎等人，就是這種「暴力政治」的「表表
者」，他們視莊嚴的宣誓儀式為兒戲，公然辱華
播「獨」，在立法會主席不允許他們進入立會的
情況下，公然用暴力衝擊方式強行進入。對這些
嚴重違反法律的行為，如果不依法追究，不僅嚴
重影響香港法治社會的形象，摧毀香港法治基
礎，也會在青年一代中樹立惡劣榜樣，對香港未
來發展帶來嚴重負面影響。因此，廣大市民都對
警方的執法行動和特區政府堅決維護香港法治的
努力，給予充分支持。

曾有反對派人士早前聲言，社會要和解，就不
要再追究「佔中」以來的違法行為，甚至要求特
首特赦涉及違法「佔中」人士的罪行。按照他們
的說法，類似梁游這樣嚴重衝擊法治的行為，也
不要再追究了。這根本是違反法治原則的歪理邪
說。的確，近年來，香港社會由於受到反對派的
折騰，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撕裂，需要各方努力修
補並努力達至和解，讓社會可以團結一心，推動
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但真正的和解並非是毫無
原則、放棄底線的和稀泥，而應該是在共同的基
礎之上，對重大問題達成共識的和解，也就是
說，只有在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
法，確保香港社會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保持長
期繁榮穩定的共識，社會的大和解才能夠真正有
效地實現。以損害「一國兩制」和犧牲法治的方
式來達至和解，只能是緣木求魚的痴人說夢而
已。

依法追究「暴力政治」維護法治社會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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