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行政會議昨日召開暑假休會後首次會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會議前會見傳

媒，主動談及葵涌美適工業大廈的消防安全問題。對於今次工廈火警導致3名年輕人離世，林鄭月娥表示非

常傷心，並表示特區政府幾個部門會繼續跟進工廈隱患的工作，包括保安局會在短期內提出法例，要求舊式

工廈提升它們的消防安全設施；屋宇署亦會進行巡查，打擊違規行為。她並要求發展局做三件事，包括重新

審視應否重啟活化工廈政策，研究在舊式工廈低層能否放寬工業用途，以安置一些「不是正正式式使用中的

用途」，及審視如何幫助工廈業主整合土地業權，從而申請拆卸重建或改裝。

林鄭促跟進工廈隱患
應否重啟活化須審視

林鄭昨日談到工廈火警，首先對3名年
輕人的離世表示傷心，希望他們的家

人節哀順變，「如果有任何可以幫助到家
人的工作，都請聯絡我們有關的部門。」

要求提升消防安全
其後，她就談及特區政府將如何處理工
廈隱患。她表示，明白到香港樓房緊絀、
工廠作業在香港變少，工廈近年出現很多
未得到屋宇署批准、偏離地契的用途，而
且未能滿足消防安全要求。她強調，這個
問題需要處理，而特區政府一直以來亦有
處理，「今次再次發生這個問題，我們幾
個部門都是繼續跟進有關工作，包括保安
局會在短期內提出一條法例，要求這些舊
式工廈要提升它們的消防安全設施；屋宇
署亦會在進行巡查時發現有違規行為，亦
要求他們要糾正。當然在其他有關的安全
工作，我們都不會鬆懈。」
林鄭月娥並指，經過近十年處理舊式工

廈的經驗，她認為特區政府須採取多管齊
下的方法，「怎樣能夠可以更徹底處理香
港已經沒有了原本用途的這些多層工廈的
現狀，所以加快這些舊式工廈的拆卸重
建，或者幫助它們能夠可以整幢改裝，從
而可以解決到消防隱患的問題，亦是一個
我們會探討的方向。」
她續說，自己擔任發展局局長時，曾推

出活化工廈的政策。248幢工廈藉此政策
申請重建或改裝，目前已有151幢獲批，
釋放了173萬平方米的樓面面積，讓舊
式、式微的工業用途，變成合法、合規、
滿足到消防要求的新用途。

研究低層放寬用途
因此，她要求發展局做三件事。首先是

重新審視去年3月底停止的活化工廈政
策，是否應該重新啟動。第二就是在能夠
符合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研究在這些舊
式工廈的低層，能否放寬工業用途，「讓

一些現時可能不是正正式式使用中的用
途，可以在更符合安全要求之下，在這些
工廈低層運作。」

整合業權申請拆卸
第三，就是看看有什麼政策可以幫助工

廈業主整合分散了的土地業權，從而可以
為舊式工廈申請拆卸重建或改裝，「大家
都知道，有一條叫《土地（為重新發展而
強制售賣）條例》，或者簡稱強拍條例，
當年希望能夠將這些工廈活化，將申請門
檻由九成降到八成，適用於30年樓齡以
上的工廈，現時面對另外一批舊式工廈，
是否有空間可以再做這個工作，我都要求
發展局重新審視。」
林鄭月娥並指，工廈活化可提供更多合

法、合規地方，讓各式各樣的文化藝術活
動運作，自己任政務司司長時，亦曾聯絡
成功透過政策改裝整幢工廈的業主，請他
們回饋社會，「就是把他們經改裝工廈的

部分樓層，以一個低於市價的水平拿出來
租給一些文化藝術或現時潮流非常流行的
共享空間，即是 co-working space 的工
作。詳細資料我們在大概兩三個月後可以
公佈，但希望在這方面亦可以紓緩現時文
化藝術工作者，特別是青年人希望有多些
空間可以做一些他們喜歡的活動，或是一
些創意創業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展開訪問北京
的行程，與相關部委會面，就工作事宜
交流意見。他亦藉機與在北京工作和創
業的香港人見面，聆聽他們在京工作和

生活的情況。
聶德權早上首先「回娘家」，到訪自

己曾任副主任的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
事處，聽取駐京辦同事匯報工作。他得
悉駐京辦就香港回歸20周年在北京和其

他省市舉辦的活動反應十分熱烈，而未
來亦會繼續推展香港與北京和轄下省、
市和自治區各方面的聯繫，並推出宣傳
香港的活動。
其後，他分別禮節拜會外交部和國務

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的官員。
聶德權亦參觀了中關村京港澳青年創新

創業中心，與香港年輕創業者會晤，了解
他們在內地創業的機遇和遇到的問題。
他今日會與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

官員見面，亦會會見在京港人團體的代
表，聽取他們分享在內地營商、工作和
生活的經驗和意見，並於今晚回港。

聶德權上京「回娘家」與當地港人見面

葵 涌 葵
定路美適工
業大廈早前

發生奪命火警，起火單位是1劏 17
戶，讓人再擔心工廈的安全問題。香
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政策小組主席何鉅
業表示，曾到涉事工廈視察，看見事
發單位外沒有嚴重薰黑的情況，料當
時火勢不算大，可能是因為非常易燃
的隔音棉令房間瞬間着火。
何鉅業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稱，前

日曾到過涉事工廈，整體而言工廈單
位算是整齊，但看到出事單位分間出
來的單位不大，約200呎至300呎；認
為單位物料如牆及門是否耐火等亦是
調查重點，而隔音棉可能是事件的
「元兇」，因為在香港或網上買到的
隔音棉，大多都不能達至防火效果，
非常易燃及發出有毒氣體，令單位急
速燃燒。不少人都會自行購買不同物
料為單位裝修，但安裝不當或未顧及

其他的線路問題，等於將自己放在一個危機之
中。期望市民及工廈業主都要明白，自行改裝
單位是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他續稱，分間單位不一定違規，但業主及租

戶也要留意消防、衛生和安全規例，免生意
外，亦建議政府可以設立專門的投訴機制，加
大執法力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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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 德 權
（左）昨在北
京與外交部香
港澳門台灣事
務司司長馮鐵
會面。

■■林鄭月娥要求發展局重新審林鄭月娥要求發展局重新審
視應否重啟活化工廈政策視應否重啟活化工廈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早前葵涌美適工業大廈的火警導致3名
年輕人離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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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健事件峰
迴路轉，被閉路
電視影到他當日

「安全」地離開現場，所謂「強擄」事件已
是不攻自破，而林子健亦已被警方拘捕，相
信事件的真相很快就會大白於天下。林子健
只是一個政治小卒，不論他動機如何，理應
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而事件中最令人失
望的卻是反對派龍頭大黨民主黨，故意炒作
事件，借題發揮，大肆抽水。如果民主黨領
導層真的不知情，即是說他們竟被一個林子

健牽着鼻子走，智力及判斷能力之低令人驚
訝；如果是知情甚至參與其中，然則，這將
是民主黨歷來最大的政治醜聞，必將令民主
黨以至其他有份參與其中的反對派政黨一鋪
清袋。不論哪一項，民主黨都將成為最大輸
家。堂堂一個反對派大黨，弄至今日田地，
究竟是領導層出現問題，還是路線出現問
題，還是整個民主黨已經日暮途窮，民主黨
人不是應該深思嗎？
林子健事件到了今時今日，已經十分明
確，民主黨現在最好的危機處理，就是立即

與林子健切割，並且誠實交代事件。然而，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在召開緊急會議之後，仍
然不肯坦誠交代，甚至死撐指林卓廷、李柱
銘、何俊仁陪同林子健開記者會，只是以林
子健作為黨員提供的資訊，並看見林子健的
表面傷痕，以保護他人身安全作判斷云云。
何俊仁更指閉路電視片段中，戴口罩及鴨嘴
帽的男子並不是林子健，又認為警方需交代
林子健在事發當日如何離開旺角。
事不離實，有關閉路電視的片段，全香港

市民都看到，各人都可以自行判斷。如果不

是證據確鑿，社情民意會鬧翻了天？警方會
高調拘捕林子健？何俊仁都是一個律師，為
什麼到現時還要死撐，究竟他還講不講證
據，還是看得AV多，已經看壞了眼睛？
至於胡志偉的講法更是可笑。這宗事件極

為嚴重，涉及「強擄」、「禁錮」、「傷
人」等指控，並不尋常，他在召開記者會，
將整個黨押注在林子健身上之前，為什麼不
先問清楚事件？網民輕易總結出10多個疑
點，其實都只是常識，民主黨中人難道都想
不到？如果想到，為什麼不先問清楚林子健
再作決定，相反卻是急不及待地出來召開記
者會，製造轟動事件，更上綱上線攻擊「一
地兩檢」，民主黨中人還有沒有基本判斷
力？胡志偉是民主黨主席，完全沒有一個大
黨主席應有的格局。整宗事件儼然由李柱

銘、何俊仁等主導，及後出事了，何俊仁、
李柱銘仍在死撐，胡志偉也要跟隨這條死撐
路線，究竟胡志偉有沒有個人想法，還是自
己也直認是元老的傀儡。
這次事件再一次暴露民主黨一班新一代水

平低劣，缺乏政治判斷力，假如最後發現他
們有份參與其中，民主黨更是誠信破產，永
遠不能翻身。民主黨冒這麼大的險，就是為
了攻擊「一地兩檢」，攻擊一個得到主流民
意支持的通關安排，請問有這樣愚蠢的策略
嗎？民主黨不斷與市民為敵，不斷上演各種
政治鬧劇，黨內兩派爭鬥不絕，這樣一個政
黨還是反對派龍頭大黨嗎？林子健事件是一
面照妖鏡，照出了香港政壇很多怪現象，也
映照出民主黨的末路。一個林子健就可以搞
垮民主黨，這樣的民主黨可以休矣！

這樣的民主黨可以休矣！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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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冷待」林子健事件深刻反映香港形勢根本性好轉

最近，有三個事件即林子健事件、
「一地兩檢」的爭論和4名宣誓違法的
立法會議員被法庭裁定喪失議員資格的
社會反應，都顯示了香港社會理性冷靜
的取態。

三個事件顯示社會理性冷靜取態
先看林子健事件。民主黨成員林子健

日前召開記者會，稱「遭到內地執法人
員強行擄走」，帶到西貢一密室「毆
打」，更用釘書機釘釘在他大腿上。儘
管指控嚴重，描述極具煽動性，但廣大
市民卻保持理性、客觀的態度，並沒有
跟隨反對派的指揮棒「起哄」，將矛頭
指向內地，也沒有將事件「遷怒」「一

地兩檢」，而是仔細分析其中的疑點，
詰問當中不合理之處。幾日之後，事件
峰迴路轉，警方找到閉路電視片段，清
楚顯示林子健安全上車離開旺角，並沒
有所謂「強行擄走」事件，警方並以涉
嫌誤導警務人員罪名拘捕林子健。在林
子健被警方拘捕之後，民意也沒有過激
的反響，而是就事論事地批評林子健和
借題發揮的反對派政黨。
其實，林子健事件被理性客觀「冷

待」並非孤立的現象。再看高鐵香港段
「一地兩檢」的爭論。儘管反對派大肆
進行政治化炒作，以種種近似恐慌荒謬
的說法挑動市民的不滿，企圖否定「一
地兩檢」的安排。然而，近期多個民調

依然顯示，支持「一地兩檢」的市民佔
大多數。即使在林子健事件發生之後，
支持「一地兩檢」的民意也沒有受到影
響，反映廣大市民都清楚明白到，「一
地兩檢」是一個通關安排，主要是為了
方便市民，發揮高鐵效益，反對派將
「一地兩檢」政治化，市民並不認同。
至於再有4名宣誓違法的立法會議員

被法庭裁定喪失議員資格，儘管反對派
作出激烈反應，但市民則普遍冷靜觀
之，尊重法庭判決，尊重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有關釋法的權威。

習主席講話指明香港努力方向
香港社會受「泛政治化」困擾已久，

確實是人心思穩，人心思變。不過，香
港如何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未來
如何發展？這是香港社會期待回答的問
題。
習主席在香港的講話，不僅是中央穩

妥應對「一國兩制」實踐中各種複雜局
勢寶貴經驗和成果的深刻總結，體現了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戰略，向香港社會和海內外全
面宣示中央對香港的大政方針、治港方
略，而且再次重申「四不」即不會變、
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強調中央實
行「一國兩制」的初心不會改變，決心
不會動搖，大大增強了港人的信心。
針對有人懷疑港人是否可以治理好香

港，習主席發表「相信自己、相信香
港、相信國家」的講話，表明了對港人
的充分信任，表達了對港人的殷切期
望，引起了香港社會的強烈共鳴，打動
了港人的心。
習主席的講話，不僅提醒香港社會不

要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不要人為
製造對立、對抗，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
展，而且指出了促進香港發展是「一國
兩制」的初心之一，是解決香港各種問
題的金鑰匙，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的根本之道，寄語香港抓住國家持續快
速發展帶來的難得機遇，把主要精力集
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清楚指出了
港人努力的方向和重點。

各方面努力落實
習主席講話精神
最為可喜的是，

各方面都在努力落
實習主席講話的精
神。港澳辦負責人
近日透露，中央有
關部門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要
求，正在積極研究推出便利香港民眾
在內地生活的具體措施，並已取得階
段性進展。據了解，有關部門經過深
入調查研究，梳理出港澳同胞在內地
學習、就業、生活等方面的困難和問
題近50項，並且將提出針對性的解決
措施。港人未來在內地學習、就業、
生活將變得更加便利，獲得更多機
遇。
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聚焦發展，促

進和諧，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支持。林
鄭月娥最近首次以特首身份訪京，一口
氣拜訪了16個國家部委及機關，就高
鐵、亞投行、教育合作、「一帶一
路」、新CEPA、旅遊發展等議題達成
了實質成果。這也是落實習主席講話的
重要安排。最新數據也顯示，港首季
GDP增長達到6年最高的4.3%，多個
機構上調全年增長預期。新一屆政府順
利開局，形勢積極向好，正顯示香港已
經進入「一國兩制」實踐和社會發展的
新階段！

林子健事件，無論是開始「爆料」聲稱被「綁架擄走」，還是現在涉嫌誤導警

務人員被警方拘捕，都沒有出現有人期待的「轟動性泛政治化炒作」。香港社會

這種看似如常的理性冷靜取態，深刻地反映了香港形勢的重大轉變。正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說，

「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香港回歸20周年慶祝活動取得圓滿成功為標誌，香港局勢正出現回歸以來具

有根本性意義的好轉」。習主席香江之行帶來香港形勢根本性好轉，其中的緣由值得探究和重視。

習主席在香港的講話，全面宣示中央對香港的大政方針、治港方略，強調中央實行「一國兩制」的

初心不會改變，決心不會動搖，大大增強了港人的信心；習主席「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

家」的講話，打動了港人的心；習主席提醒香港社會不要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需聚焦發展，

清楚指出了港人努力的方向和重點。香港社會亂則思變，習主席的講話為香港指明了未來的方向。

現在，各方面努力落實習主席講話的精神，帶出了香港形勢根本性好轉的種種重要信號，清楚顯示

了香港已經進入「一國兩制」實踐和社會發展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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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