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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去年牛頭角道迷你倉奪命大火，導致

兩名消防員殉職及12名消防員受傷，令社會高度關注迷你倉安全問

題。消防處昨日表示，已巡查全港885間迷你倉，大部分存在安全隱

患，只有4間可滿足消防處安全要求。消防處為此共發出近5,000張消

防火警危險通知書，惟僅得239張有遵辦。業界提出替代方案，大部分

都希望以防火物料代替2.4米倉距。消防處持開放態度，但未有為接獲

通知書的迷你倉設下改裝期限。

885迷你倉僅4間安全達標
收4900火警危險通知書 九成未遵辦 業界冀防火料代2.4米倉距

今屆政府
任期尚餘半
個 月 即 結

束，惟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
檢」安排仍懸而未決。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張炳良昨日與傳媒茶敘時，未有
正面回應能否在任期內公佈方案，但
形容商討已達最後階段，只待確定具
體細節。他並預期會有人就方案提出
司法覆核，但政府會確保最終方案是
符合法律基礎。
張炳良早已表明不再留任下屆政
府，惟其任內其中一項最具爭議議
題—高鐵「一地兩檢」安排，至今未
有確實方案。他昨日被傳媒多番追問
能否在本月底其任期結束前作出公佈
時，只回答「唔敢講」、「我唔
知」、「唔答得」，未有作正面回
覆。
他解釋，由於「一地兩檢」涉及複

雜的憲制、法律及操作問題，經常出
現反覆情況，故方案一直未能公佈，
惟有關商討已取得階段性進展，並到
達最後階段，惟具體細節仍需待香港
與內地雙方確定，待時機成熟將會同
時公佈這數年曾考慮什麼方案及不採
納原因，讓公眾了解。
他指出，要達至「一地兩檢」，

CIQ即「海關、入境及檢疫」設施無

可避免需設在西九龍總站內，內地檢
自然亦需跟隨內地法規，但特區政府
會確保方案的法律基礎穩固，並符合
基本法。
他又提到，政府措施被司法覆核已

屬常態，預期「一地兩檢」方案或會
被司法覆核，但政府會確保方案符合
法律基礎。

維持明年第三季竣工目標
他表示，高鐵仍維持在明年第三季

竣工的目標，時間上應足夠落實「一
地兩檢」立法。
至於其離任會否影響進度，他指以

往曾探討的方案，如缺乏操作性的不
會再考慮，因此新一屆政府接手處理
時，也不會由零開始。
另外，被問及其任內多次推出遏抑

樓市措施似乎未見成效，張炳良指
出，現屆政府上任時已清楚表明，會
妥善處理房屋問題，因此推出長遠房
屋策略，其最大政策思維就是供應主
導，否則無法解決問題。

推辣招抑樓市見效
惟他指出，由於增加房屋供應需

時，加上全球量化寬鬆持續，利率正
常化過程又緩慢，資金湧向樓市，

「如不試圖馴服佢、任佢上，市場會
更癲。」因此特區政府推出樓市辣
招，事實亦證明辣招有一定效用，因
此相關措施會持續。
他又指出，香港長遠發展有3個L需

要注意，第一個L是Land（土地），
因無論房屋、物流、發展等，均無地
不行。其次是Labour（人手），如沒
有人手進行基建等工作，就算有資源
也沒用。最後是 Leadership（領導
力），認為不單政府，各級議員及社
會領袖亦需擁有，這樣香港才有發展
的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張炳良：高鐵「一地兩檢」定符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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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昨日舉行跨部門記者會交代處理迷
你倉最新情況。消防處副消防總長徐

文良稱，已巡查全港885間迷你倉，當中
大部分有安全隱患。

53迷你倉收通知書後執笠
截至本月11日，消防處共向764間迷你
倉負責人發出超過4,900張消防火警危險
通知書，當中239張已遵辦，另有53間迷
你倉在收到通知書後因商業決定而結業。
至於餘下約4,600張，徐文良指大部分
為未能達到消防處每50平方米儲存空間區
間2.4米的要求，並指業界有提交替代方
案，以防火物料包圍以令空間耐火30分
鐘，消防處對替代方案是持開放態度，

「只要方案達到安全水平及符合要求會考
慮接受，但我們並無作出讓步。」他透
露，有個別數間迷你倉不積極執行改善措
施，短期內將提出檢控。
他續說，至今共有3間迷你倉在不使用
替代方案下完全遵守所有要求，另有一間
新營運商預計本周內滿足所有安全要求。
被問及只有3間迷你倉完全遵辦是否滿
意時，徐文良指明白營運者需時處理問
題，如了解到營運者正積極執行改善工程
或已找顧問公司設計改善等，消防處會容
許延遲通知書到期日，但他未有明確表
示，有否就行動設跟進期限。
據了解，消防處未有為接獲通知書的迷

你倉設下改裝「死線」，但不會容許無限

期延期，若迷你倉需要延續通知書限期，
必須已開展工程並在每次申請延期時向消
防處提供證據，消防處會容許迷你倉先進
行較簡單工作如搬倉，在批准延期前會派
身為消防人員的個案主任巡視單位。

屋署：766迷你倉違建築例
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潘玉龍表示，經巡

查所有迷你倉後，截至本月11日，發現有
766間迷你倉涉違反建築物條例，並向業
主發出共1,627張法定命令，只有69張遵

辦。
地政總署首席地政主任梁閠興指出，截

至本月11日已查核865間懷疑違契個案，
當中219間確認違反地契用途，均已向涉
事業主發出警告信，當中33間已糾正，
182間因未有在限期前糾正而被釘契，但
未打算收回任何單位。
勞工處總職業安全主任陳祥興指出，已

向288間營運商就僱傭安全發出警告信，
同時發出13張改善通知書，另檢控13間
營運商，均已全被法庭定罪。

現時市面上只得4間迷
你倉能在不使用替代方案

下達到消防處要求，其餘均提出建議希望消
防處折衷處理。有業界代表歡迎政府持開放
態度，處理以防火物料替代2.4米倉距的建
議，並指有半數會員公司已交新圖則。
不過，業界指消防處對迷你倉高度限制令
業界有困難，正尋求折衷方案，希望當局同
樣持開放態度處理。
香港迷你倉總會會長洪家淇接受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消防處於上月明確批准以防
火物料替代2.4米倉距的概念，至今約30間
會員公司當中，接近20間已向消防處提交
替代方案下的新圖則，形容進展理想，亦有
會員為加快進度，委託專業人士代為繪畫圖
則。
他希望當局能盡快處理，讓工程得以展

開。

冀設免息貸款助「改倉」
他指，中小企資金有限，估計5,000呎大
的迷你倉改裝費用需逾百萬元，另需額外費
用處理客戶搬遷及安置問題，不排除有會員
未能負擔改裝費用而倒閉，希望政府能提供
免息貸款及優惠。
除倉距外，消防處對迷你倉的高度及倉與

天花的間距也有要求。洪家淇表示，本港工
業大廈普遍高9呎半至10呎，坦言受結構限
制，符合相關要求存在困難，有會員已詢問
專家意見以尋求替代方案，希望消防處同樣
持開放態度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禮傑

業界冀折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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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運輸及房屋局這個「熱廚房中之熱
廚房」，離任在即的運房局局長張炳良表
明，沒有後悔加入政府。至於任內工作的

遺憾，他坦言房屋方面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張炳良及運房
局副局長邱誠武均透露，離任後暫沒有任何工作計劃。
今屆政府一直被形容為「熱廚房」，運房局需處理運輸及房

屋兩大範疇，加上這數年間不斷爆出如鉛水事件、南丫海難、
高鐵超支、汲水門大橋被撞等事故，運房局堪稱「熱廚房中的
熱廚房」，但張炳良直言，未有後悔加入政府接受此職。
他解釋，人生需要作出無數決定，難以去想如果不作此決

定，是否會有更好的選擇，就如他當年由城大教授成為教院
校長，亦是很大風險，加入政府也是一樣。他承認，面對的
挑戰確比預期多，但只要在出現問題時全力以赴，以正面態
度面對，全面作出改善，對政府和社會都是好事。
被問及任期內是否有遺憾時，張炳良坦言，本來預期在房
屋方面的工作可以做好一些。他又提到社會上有些人抱着
「理得你死」的態度，令他不開心，因該些人只以自己為中
心，爭取想要的東西，卻懶理他人，政府亦因此需作出很多
艱難決定，他只能以平常心面對。
他又透露，未有外界機構向他招手，他亦未有離職後的計
劃，甚至連去旅行也未有時間規劃，仍需一直工作至本月
底。

邱誠武盼新政府「運房分家」
一同出席茶敘的邱誠武亦透露，7月 1日起將「冇工
返」。他期望下屆政府可理順運房局的工作，如將房屋及運
輸分拆，因始終房屋和地政規劃的關係較密切，運輸方面則
經常發生突發事故，又涉基建、交通管理、航空、物流等範
疇，他知道不少議員也覺得他們的工作為難，相信也支持分
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無悔身處「熱廚房中之熱廚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有「民望
高」之稱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
示，本屆政府數年來合作均暢順，但不會留
任下屆政府，自己興趣是恒常臨床工作，強
調與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及候任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均有溝通。他續說，與梁振英的政治
理念接近，關係較深厚。不過，他強調梁振
英是否連任，並非他去留的絕對因素。
即將踏入60歲的高永文本身是骨科專科
醫生，上任期間推出醫療改革、私營醫療機
構規管、限奶令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
等多項政策，其形象親民，多年來維持高民
望。

特首人選非去留因素

高永文坦言，行政長官人選並非影響其去
留的主因，因他的興趣在於臨床工作，年紀亦
是考慮因素。他形容林鄭月娥能幹、有心、有
抱負、願意聽取下屬與外界意見，又認為林鄭
月娥與梁振英不能直接比較。
他指，梁振英有心，亦做了很多事情，相

信若社會上不同政治光譜的人放下政治取
向，施政成效會更好。
對於上任多年長期處於高民望，高永文僅

指食衛局的政策政治性質較少，民生議題較
多，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少從其立場看待，
而是針對政策本身來看。

推「限奶令」獲讚 體現「一國兩制」
2013年推出的「限奶令」為高永文贏得

不少掌聲。高永文表示，同意措施有效抑制
水貨活動。雖然內地民眾反應大，但他指沒
有來自中央的壓力，他本人的崗位亦體現
「一國兩制」的成功，互相尊重兩地的制
度，相信內地當局的對口部門亦明白。
回顧局長生涯，高永文指整體上是開心，

有難過的時刻，但沒有後悔。問到最難過的
時候，他憶述「佔中」期間有天上班時，其
座駕被一名反政府者攔下，對方沒有喊政治
口號及做政治表述，僅僅是因政見不同及身
為政府官員便被攔下。
另外，外界對高永文較深刻的是他在宣傳

政改時與一名持反對意見的男子爭執。高永
文表示，政府應持包容態度解釋，但承認自
己當時有點激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

受。」他續說，對方指摘他欺騙小朋友，觸
碰到他的核心價值，這次算是他上任後情緒
表達較為激動的一次。
高永文任內進行醫委會改革，引起部分醫

學界人士反對，終未獲通過。高永文對改革
變成政治事件感到失望。他澄清，並非對外
來的醫生「中門大開」而引入4名業外委
員，醫委會整體醫生比例仍達70%，希望業
界認清是合理平衡。
他重申，醫委會改革經過充分準備，深思

熟慮，但有些不正確的消息傳出，每人都有
責任，在沒有事實基礎的情況下，澄清消
息。
不會留任下屆政府的他表示，現時工作繁

重，無暇深思去路，不排除將來出任公職，
但全職的機會較低。
外界盛傳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為下

屆局長的人選，高永文沒有正面回應，僅說

相信不久新班子名單便會公佈。被問到下屆
食衛局長並非醫生出身，能否取信於醫生
時，高永文指世界不少地方的衛生局長亦非
醫生，是否醫生背景並非最重要，社會如何
看待推出的議案才是關鍵。

興趣臨床工作「民望高」不留任

■高永文表明，不會留任下屆政府，指自己
的興趣是臨床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有滿足所
有安全要求
的迷你倉安
裝了可讓消
防員進入的
救援窗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達文 攝

■■消防處規定迷你倉每消防處規定迷你倉每5050平方米儲存平方米儲存
空間區間空間區間22..44米米，，成業界一大困難成業界一大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消防處對迷你倉的高度及倉與天花的間距
也有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政府昨日舉行跨部門記者會交代處理迷你政府昨日舉行跨部門記者會交代處理迷你
倉最新情況倉最新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張炳良（小圖）表示，高鐵仍維持
在明年第三季竣工的目標。右圖為高
鐵香港西九龍總站工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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