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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白田兩邨六幢樓擬拆
擬2020年起重建 提供7800單位 影響近90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

娜）房委會擬於2020年起陸

續重建美東邨的美東樓及美

寶樓，白田邨9座、10座、

11座及13座共6幢公屋，預

料完工後共提供7,800個單

位，比原有單位數目增加約

4,900個，今次重建計劃共

有近3,000個住戶受影響。

消息人士昨日表示，受影響

的美東邨居民可選擇遷入明

年中落成的觀塘安泰邨，亦

能選擇於2020年遷入鄰近的

東頭邨。至於白田邨受影響

的居民則可原邨安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今期新居
屋2,057個單位昨首日揀樓。房委會邀請90
位中籤準買家到樂富客戶服務中心認購單
位，市區觀塘彩興苑一如預料成為「上車熱
門」，最貴的「樓王」在第二輪已名花有
主；交通相對不便的梅窩銀河苑及銀蔚苑兩
盤銷情則較冷淡。有申請者三度抽居屋不
果，今次終得償所願購入心儀單位，形容十
分幸運。

「樓王」兩輪「名樓有主」
揀樓程序於早上9時起分三輪進行，交通

便利的的觀塘彩興苑成為中籤者主要目標，
首輪兩輪已銷出數十伙，大部分為高層單
位，包括B座29樓11室、面積452方呎、售
價384.01萬元的「樓王」；梅窩兩盤首兩輪
只賣出約4個單位，其中銀蔚苑更只售出一

伙。
現年30歲的白表申請人金先生揀選了彩

興苑A座高層一個實用面積逾400呎的單
位，價格逾 350萬元，平均呎價約 8,000
元。他表示，現與兩名親人租住黃大仙私
樓，月租約1萬元，由於正計劃結婚，但私
人市場樓價高企，400萬元上車盤以下同樣
大小的單位不多，唯有居屋可負擔。
他續說，過去曾三度抽居屋不果，今次動

員全家申請，終以「家有長者」名額成功
「上車」，感到十分興奮，「難得有得做業
主，十分之幸運！」

詹先生：梅窩平抽到「好好彩」
大部分申請人均揀選市區觀塘彩興苑，但

亦有人看中梅窩兩盤售價便宜。33歲白表人
士詹先生選擇了梅窩銀蔚苑高層3房大單

位，售價逾240萬元。他表示，現時一家五
口租住紅磡私樓，月租1.5萬元，認為梅窩
項目售價便宜，抽到是「好好彩」。
詹先生指出，他與妻子都在港島工作，女

兒亦入讀了南區一條龍小學，梅窩有船可直
達中環，他打算在中環租夜泊車位，乘船到
中環後駕駛私家車接送家人上班上學。
他透露，揀樓前已做足資料搜集，並曾到

梅窩視察環境，認為當區配套設施及來往市
區的交通時間均可接受，「都希望女兒在較
安穩、寧靜的環境中成長，市區太密集
了。」
他又說，近日颱風「天鴿」襲港，大澳出

現嚴重水浸，雖曾使他動搖，但眼見對梅窩
影響不大，最終堅持選擇銀蔚苑。
房委會表示，昨日有71位申請人到客戶
服務中心揀樓，共有69個單位成交，當中

30個為綠表、39個為白表，彩興苑佔55
伙，銀河苑及銀蔚苑各佔4伙，上一期新居
屋貨尾單位則售出10伙。
另外，梅窩居民組織「大嶼學堂」昨日到

樂富客房中心門外派發傳單，提醒大眾在梅

窩居住需注意的事項。成員伍小姐表示，梅
窩設施不足，區內只有一個街市，市區居民
遷入後可能不習慣，需要適應。
她續說，梅窩有不少野牛，提醒新居民不

要打擾牠們。

新居屋首日揀樓 觀塘熱門梅窩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岑志剛）房
委會計劃於2020年11月清拆美東邨美東樓及
美寶樓，受影響住戶最快可選擇於明年中入住
觀塘安泰邨，或於2020年中入住步行5分鐘
距離的東頭邨。有美東樓居民認為美東邨樓宇
近年嚴重老化，支持重建，亦有居民擔心調遷
後，無法適應新環境。
有房委會委員認為，如能讓所有居民都能

夠原區安置，便能減少對住戶滋擾。
美東樓居民吳先生支持政府重建，他指美

東邨樓宇近年嚴重老化，天花板、樓底等多處
地方出現石屎剝落，面積可達一平方公尺，需
要經常修補，寧願重建改善居住環境，並提供
更多單位。
在美東樓入伙時已入住的李先生則反對重

建計劃，他認為美東邨交通方便，居住環境通

爽，優勢難以取代，「呢度咁好住，梗係唔想
佢重建啦」，即使政府會安排調遷，也擔心會
無法適應當區生活。
柯創盛表示，白田邨及美東邨是香港最早

期的公共屋邨之一，已有數十年歷史，設施較
簡陋，當區居民及區議會近年一直要求盡量重
建該兩個公共屋邨，房委會的重建計劃總算是
從善如流，回應社區的訴求。他期望特區政府
做好重建期間的居民安置工作，讓所有居民都
能夠原區安置，減少對住戶滋擾，並在規劃時
增加社區設施和提升地積比率，以求地盡其
用，紓緩香港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
房委會委員、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認為，房

委會長遠挑選屋邨重建時，除了考慮發展潛力
外，亦要視乎是否找到土地原區安置居民，否
則居民未必接受重建安排。

居民憂調遷難適應 柯創盛冀原區安置
位於黃大仙的美東邨共有4座樓宇，

房委會計劃於2020年清拆的美東
樓及美寶樓，分別於1974年及1983年落
成，合共有665個單位，將有632個住
戶、共1,640人受重建影響。
消息人士表示，預計2027年完成重
建，屆時單位數量比現時增加兩倍至約
1,900個。若有住戶願意提早遷出，可選
擇入住安泰邨，亦可等到2020年中遷入
東頭邨第八期。
石硤尾白田邨4幢公屋則於1975年至
1979年間落成，迄今已有約四十年歷
史。房委會計劃於2020年至2021年陸續
清拆 4 幢公屋，料約 2,280 戶、合共
6,900人受影響。
消息人士表示，預計2025年完成重
建，屆時提供約5,900個單位。受影響的
住戶可選擇調遷至2019年底起新入伙的
白田邨7期、8期及11期。
雖然美東樓及美寶樓的樓齡分別只有

43年及34年，樓齡不算老，但消息人士
指出，考慮到美東邨重建後的單位數量
可較原來增加兩倍，重建潛力大，加上
附近亦有合適的調遷資源如東頭邨，最
終決定重建。

料明年申放寬高度限制
消息人士解釋，由於美東邨鄰近舊機

場，早年建屋時有高度限制，計劃明年
向城規會申請放寬高度限制，由原來約
40米提高至逾100米的水平基準。
由於2010年後落成的同邨美仁樓及美

德樓的高度亦逾100米，相信接納申請
的機會高。

津貼開支料達3630萬
消息人士表示，房委會擬定的清拆津

貼，一人住戶搬遷津貼約為5,100元，四
人至五人住戶則約15,000元；同時會提
供單身人士及二人家庭現金津貼，取代

入住公屋，一人住戶建議津貼額為
70,000元，二人家庭則定於86,000；商
戶則可獲發相等於15個月租金的特惠津
貼。房委會料兩個重建屋邨津貼總開支
達3,630萬元。
房委會於2013年底完成研究22條高樓

齡屋邨的重建研究。
消息人士強調，重建需視乎4項基本

原則，即樓宇結構、修葺成本效益、附
近有否適合的調遷資源及單位增長潛
力，房委會亦需顧及重建項目會否影響
公屋輪候冊的人士。
兩項重建項目將於下周三房委會審

議，即受影響住戶最快下周中收到清拆
通知。
美東邨一個受影響的商戶為美東安琪

幼稚園。消息人士指，由於有充裕通知
期，故不會影響今年入學的學生，他們
可完成3年幼稚園課程，但提醒已申請
明年入學的家長要注意是否改變決定。

資料來源：消息人士提供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麗娜

白田邨重建資料

受影響樓宇

受影響住戶及人數

受影響商戶

受影響社區設施

目標清拆日期

安置屋邨

新屋邨落成日期

新屋邨單位數目

9座、10座、11座及
13座（共4座）

約2,280戶、6,900人

10個

6個

9座、10座及11座為
2020年4月；13座為

2021年1月

白田邨7期、8期
（2019年底入伙）及11
期（2020年中入伙）

預計2025年

約5,900個

美東邨重建資料
受影響樓宇

受影響住戶及人數

受影響商戶

受影響社區設施

目標清拆日期

安置屋邨

新屋邨落成日期

新屋邨單位數目

美東樓及美寶樓

約630戶、

1,640人

26個

沒有

2020年11月

安泰邨（明年中入
伙）、東頭邨8期

（2020年中入伙）

預計2027年

約1,900個

■房委會擬重建美東邨美東樓與美寶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金先生過去曾三度抽居屋不果，今次終以「家有長者」名
額成功「上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詹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美寶樓美寶樓 美東樓美東樓

港鐵觀塘線月初訊號系統故障，服
務受阻超過 10 小時，運房局昨日表
示，按照機制罰港鐵200萬元，遠低於
社會普遍預期。港鐵作為本港最重要的
公共交通工具，近期故障頻現，給市民
造成極大不便，罰款本來就是小懲大
誡，但如今若連罰款都如同隔靴搔癢，
如同幫港鐵「慳荷包」，實在令人大失所
望，說明罰款機制需要檢討，更要強化
對港鐵管理層的問責制，做到賞罰分
明，提升服務，如此方能恢復市民對港
鐵的信心。

外界先前估計港鐵此次將會被罰
2,250萬元，是根據港鐵罰款機制的表
格計算出來的。不過，原來這個表只適
用於列車服務停頓的情況，如果服務受
阻但沒中斷，無論班次減少幾多，整體
服務受阻時間多長，也只是計延誤最長
的一班車。今次觀塘線事故最受影響的
一班車延誤 83分鐘，因此即使全日服
務受阻超過 10小時，港鐵亦只需罰款
200 萬元，罰款額對港鐵猶如九牛一
毛，市民自然不滿意。

這計算法引來各界批評，認為機制取
巧、不合理。事實上，對港鐵罰款機制
的同類批評並非第一次。翻查記錄，
2014年一次故障，港鐵服務受阻時間長
達4小時，亦都只當延誤50分鐘計，當
時罰款機制已被批評計算方式「取

巧」，今次依然如故。
港鐵去年盈利近百億元，相比每年因

故障導致的罰款2000萬元，罰款只是
盈利的0.2%，本來屬九牛一毛。但原
來連小懲大誡的罰款都打折扣，叫人難
以接受。罰款要客觀體現對市民造成的
不便和損失。以本次故障為例，服務受
阻的10小時，以觀塘線非繁忙時間的
3.6分鐘一班車計算，粗略估算有175
班車受影響，罰則只是考慮延誤時間最
長的一班車，顯然有失公允。

港鐵事故頻頻，難見改善，亦說明罰
款只罰公司，不罰管理層，難以提升改
善服務的動力。港鐵單單今年上半年已
經錄得7宗延誤31分鐘或以上故障，平
均每月超過一宗，連同今次200萬元罰
款，至少已被罰款2,050萬元，超越去
年全年的1,450萬。

公眾想看到的是，港鐵管理層的薪酬
與港鐵服務表現有明確的掛鈎，促使管
理層「更加上心」去更新系統和改善管
理。早於2014年，港鐵董事局已研究
將重大事故列為管理層浮動薪酬的調整
指標，並在2015年初加重了管理層浮
動獎金中列車服務表現的計算比例。但
相關機制如何運作、有否運作，公眾並
不清楚，只是看到管理層的薪酬年年上
升，現在是時候提高港鐵管理層薪酬獎
罰的透明度了。

強化港鐵問責 恢復市民信心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於多份報章撰文，重申黃之鋒3

人之所以被定罪和判刑，是因為違法行為而非政治立場。
公民黨楊岳橋及郭榮鏗卻指責，文章層次低兼轉移視線，
未有直接回應市民質疑，要求袁國強交代是否有推翻刑事
檢控專員決定。法治並無層次高低之分，基本法六十三條
規定，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對黃之
鋒3人提出刑期覆核，彰顯檢控獨立，公民黨為開脫黃之
鋒3人罪責，對律政司司長作出失實指控，充分暴露公民
黨不尊重法治的本質，是以政治干預法治，更利用專業身
份，混淆視聽，以法亂港。

公民黨人及戴耀廷等所謂「有識之士」長期鼓吹法治有
四層次：第一層是有法可依；第二層是有法必依；第三層
是以法限權；第四層是以法達義。其實這只是法治不同方
面的表述，並無層次高低。這些「有識之士」只是突出第
四層，抬高為「法治的最高層次」，不過將「以法達義」
打造成為違法的擋箭牌。按照有高低層次的法治觀，黃之
鋒等人為了「崇高理想」，即使非法集結、衝擊政府總
部，也是踐行「以法達義」，屬於法治的最高境界，縱然
違法，不僅不應受到法律制裁，反而應視為萬人敬仰的
「義舉」，可以逍遙法外；而視袁國強對黃之鋒等人的覆
核決定則是「膚淺法治」、「低級法治」，打壓「民主鬥
士」。

英國憲法學權威戴雪（A.V. Dicey）的著作《憲法學學
習初階》（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指出，依法就是依法而治。他提出三大
法治原則：1.依法而治，不犯法不受罰；2.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3.權利和自由由法律保障。這是法治的傳統定義，
不存在高於法律的正義。戴雪的理論確立了穩定的法律制
度，是對現代文明的重要保障。「以法達義」屬「高層次

法治」、檢控則是「低層次法治」的說法，是不符合傳統
和權威的法治定義，完全是強詞奪理、顛倒是非。將「以
法達義」凌駕於法律之上，把律政司的檢控詆譭為「低層
次」、「沒水平」，言下之意指律政司、法庭聯手炮製打
壓「政治犯」的「冤獄」。這不是政治干預法治，又是什
麼？

為咬死對黃之鋒等人的覆核是「政治檢控」，公民黨糾
纏不休，要求袁國強公開交代此次檢控與刑事檢控專員有
否不同意見；又質疑以往的敏感案件，律政司司長都會將
檢控權力下放給刑事檢控專員，為何今次做法不同。這些
「質疑」，實際上是無事生非，「揣着明白裝糊塗」。

《檢控守則》第1.4項規定，律政司司長是律政司的首
長。上訴法庭在有關C (破產人)的事宜[2006] 4 HKC 582
一案第590頁指出：「律政司司長能作出獨立檢控，是法
治的關鍵……而這原則得以繼續應用，是受《基本法》保
障，這亦是《基本法》的整個主旨(特別是第63條)。」

《檢控守則》第1.5項規定，律政司司長負責施行刑事
法、制定檢控政策，以及監督刑事檢控專員及律政司刑事
檢控科的檢控人員。司長授予檢控人員各項權力，並為檢
控人員的決定負責。

律政司司長在律政司擁有最高的領導地位和權責。律
政司司長下放檢控權，並不等於喪失權力。而律政司司
長是否提出檢控，只是根據兩項原則：一，提出或繼續
進行法律程序，證據是否充分？二，假使證據充分，提
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僅此而已，別無其他政治考
慮。正如上級法院可以推翻下級法院的判決一樣，上級
法院也擁有更大的決定權。香港除了少數政客，鮮有人
質疑法院判決的。律政司司長獨立檢控是法治的體現，
同樣不容質疑。

不容質疑律政司檢控決定 不容政治干預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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