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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地被霸廿年 地署散漫懶理
縱容農地業權人違規擴建 申訴署促預設目標日期

購買圖書館資料開支

年度 總開支

2012/13 8,847萬

2013/14 8,749萬

2014/15 9,016萬

2015/16 9,734萬

2016/17 9,847萬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公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官地被佔時序表
年份 事件發展

1994 地政總署當區地政處向業主A發出「豁免
書」，准予在事涉範圍內建村屋

1995 村屋落成，當區地政處發現事涉村屋違
規，包括樓層過高和加建了露台、簷篷及
梯屋，發出第一封警告信要求糾正

1999- 業主B在事涉農地及事涉政府土地的周邊
興建圍牆、搭建金屬門廊和豎設鋼閘，並
在村屋搭建天台構築物

2004 當區地政處於2004年取消「豁免書」，直
至2007年均未有具體執管行動

2005 事涉農地業權售予業主C（現任業主）

2007 當區地政處將個案轉交行動組

2007- 村屋持續違規，個案被擱置處理長達6年
多

2014- 行動組展開執管行動，先後發出三封警告
信和一張通知

2016 將事涉農地「釘契」，業主首次被定罪

2017 業主第二次被定罪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公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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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根據法例，若新界村屋違反地政總署
發出的「豁免書」條款而被取消

「豁免書」，或未經許可在私人農地上
搭建構築物，即屬違反地契條款，署方
可向土地業權人採取執行地契條款行
動，包括發出警告信要求業權人在指定
期限前糾正違契情況，如違契情況持續
則會向土地註冊處「釘契」。

私人花園三分一為官地
申訴專員公署早前接獲一宗關於新界
村屋的投訴，涉事農地的業主A於1994
年獲發「豁免書」，批准於37平方米地
方興建村屋。不過，落成的村屋樓層過
高，加建了露台、簷篷及梯屋，並於
1996年將農地連村屋出售予業主B，違
反「豁免書」多項條款。
在1999年至2003年間，業主B又多次
擴建，包括加建門廊、築建圍牆及豎設
鋼閘，圍封出316平方米土地作私人花
園，當中約三分之一為政府土地。

公署續指，當區地政處早於1995年已
發現違規情況，向業主發警告信要求糾
正，其後9次派員視察，直到2004年才
取消「豁免書」。
地政總署行動組於2007年接管個案後

卻擱置處理，拖延7年至2014年才展開
執管行動，其後一直未拆除兩幅土地上
的構築物，到了去年才將事涉農地釘
契，以及就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將業主定
罪，並罰款約7萬元。
地政總署向公署解釋，違反「豁免

書」不屬當區地政處須「優先處理」的
工作，而行動組以「先易後難」及「後
入先出」（先處理最近發生個案）的策
略處理積壓個案，事涉村屋個案被置於
近乎最末。

助長違規者獲不應得利益
申訴專員劉燕卿批評，地政總署當區

地政處行事散漫，對違規情況視而不
見，虛耗人力、物力和時間難以接受。

行動組亦欠缺果斷，未有解決積壓的嚴
重個案，更以「優次」辯解多年來的
「不作為」，助長違規者獲取不應得的
利益。
她敦促地政總署就每宗個案預設完成

處理的目標日期，並就這宗個案，加強
執管的力度，又說不排除個案只是冰山
一角，業主購入業權前，有絕對責任確
保土地沒有違規。
地政總署回應稱，積壓及延誤處理該

違規20年的個案並不理想，為此深感抱
歉，會接納申訴專員的建議，為每宗個
案預設完成處理的目標日期。
地政總署又說，個案處理程序有值得

改善的地方，已經檢討積壓土地管制個

案的處理優次，調整過往「先易後
難」、「先入後出」的原則，將個別時
間較長的個案優先處理。署方指「新界
行動組」自2007年成立至今合共接收
7,746宗積壓個案，當中已完成處理個案
共5,351宗。現有個案應大致可於未來兩
至三年內清理。
就非法佔用政府土地一事，署方稱已

成功作出檢控，佔用人亦已自行清拆位
於政府土地部分的構築物。
就農地上的構築物，署方已於本年7

月10日向業權人發出警告信，但限期屆
滿後仍未糾正，署方獲得法律諮詢及田
土轉易處的法律意見後，將根據法例重
收有關地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有農

地業權人違規擴建村屋，圍封出300多平方米土地作私人花園，當中

約三分之一為政府土地，惟地政總署竟以「先易後難」、「後入先

出」（先處理最近發生個案）處理事涉村屋個案，拖延20年才展開

執管行動。公署批評地政總署行事散漫，對違規情況視而不見，行動

欠缺果斷，未有解決積壓的嚴重個案，助長違規者獲取不應得的利

益，促署方為個案預設目標日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申訴專員
公署主動調查發現，康文署在採購和註銷
圖書館資料及協調方面有不足之處，在館
藏借出數目持續下跌的情況下，每年仍花
費近1億元採購資料，增幅持續上升。公
署又指出，康文署每年以廢紙回收或棄置
廢物方式，註銷數以十萬計圖書館資料，
申訴專員劉燕卿指出，圖書館資源涉及公
帑應物盡其用，康文署亦有責任令採購發
揮最大效益。

年花近億採購 理由程序含糊
申訴專員公署調查發現，康文署以每年
採購「不少於70萬項」圖書館資料為採購
指標，但背後理據含糊不清，各級圖書館
每年制訂的計劃書，包括需增購的資料、
加強的館藏類別等，有關程序及理據都欠
明確記錄，有否落實亦無從得知。
公署續指，康文署公共圖書館總館藏的
數目在過去八個年度增加16.8%，但在同
一時期，每年借出館藏數目卻錄得18.2%
的跌幅，然而過去5年每年總開支仍接近1
億元。
調查主任張創榮指出，2014至2015年度

被註銷的成人中文書籍，以中文小說最
多，佔整體兩成，其次則為應用科學類；
而採購數量最多的成人中文書籍中，卻以

應用科學類最多，採購量兩成。

專員促物盡其用 擴大捐書
註銷館藏方面，公署指康文署多年來一

律按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將被
註銷資料當廢紙廢物處理，令人深感可
惜。
公署指圖書館資料蘊藏豐富知識和文化

資訊，縱使有「破損」或「過時」的情
況，價值往往比廢紙廢物高，康文署有需
要全盤檢討。
公署又指，在2015年之前只有記錄被註

銷資料的清單，沒有要求職員就每項資料
記錄註銷原因；2015年實施新修訂後，亦
未就不同類型或科目書刊的使用及耗損情
況、使用年期及不同圖書館的註銷情況進
行分析。
公署建議康文署訂立清晰明確及具理據

的採購指標，檢視修訂年度採購計劃書的
成效，並修訂以廢紙註銷資料的做法，以
及加快提升現有公共圖書館電腦資訊系
統，以便更有效管理館藏等。

局方署方同意 審慎研究改善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表示，局方同意

公署觀察及建議，會審慎研究報告的內
容，特別是如何處理舊書籍方面需要整個

社會參與，社團如需要書籍，可接觸康文
署。
康文署發言人表示，整體上同意調查報

告，已審慎研究有關建議，並已經或會實
行多項改善措施，包括檢討是否修訂採購
參考指標。
發言人又說，會繼續檢討現時安排承辦

商以廢紙方式處理註銷資料的做法，而公
共圖書館已在今年完成試行計劃，捐贈共
412冊書籍予社區圖書館及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 有線寬頻早
前通過永升（亞洲）注資方
案，永升成為最大股東。通訊
事務管理局昨日公佈，正式批
准永升在完成建議交易後，即
由本周五（15日）起，持有
有線寬頻具表決權股份約
43.22%，並批准其他人士持
有餘下的56.78%具表決權股
份，以便落實永升注資有線寬
頻計劃。
有線寬頻回應表示，對通訊
局正式批准永升入股有線寬頻
表示歡迎。
通訊局早於7月20日發佈公

報指，基於建議交易的情況非
常特殊，並為了促使永升注資
有線寬頻的計劃能盡快落實，
通訊局決定以務實的方式，分
兩個階段處理有線電視及奇妙
電視的申請。

通訊局信納有線電視及奇妙電視在股
權變動完成後，會繼續遵守《廣播條
例》（第五百六十二章）及有關牌照的
相關規管要求，並會按照牌照條款履行
其投資和節目承諾。
此外，永升已通知通訊局，在有關股
權變動完成，而其成為有線寬頻的主要
股東後，會撤回其於2015年4月提交的
免費電視牌照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以往處理
因火災吸入一氧化碳中毒，或俗稱「潛水
夫病」的減壓症，須到昂船洲的高壓氣艙
治療。港島東醫院聯網昨日公佈 2017/
2018年度工作計劃時透露，本年度將於東
區醫院設立醫管局轄下首個高壓氧治療中
心，治療氣體栓塞、壞死性筋膜炎及糖尿
嚴重潰瘍等症，預計明年3月起投入運
作，首階段每日提供8小時服務。
港島東醫院聯網指，高壓氧治療艙將於

今年11月運抵本港，隸屬急症科。首階段
會由急症科調配兩名醫生及招聘8名護士
負責，他們已遠赴海外接受相關訓練。
港島東醫院聯網總監劉楚釗表示，高壓

氧治療艙可提供較佳的治療環境，加強血
液運送的含氧氣量。
他又說，現時港島東醫院聯網有41個醫

生空缺，較去年同期的40個輕微上升。然
而，總醫生數目則較去年增加9名。
另外，聯網本年度新增服務名額及人手，
東區醫院為中風、下肢骨折及接受關節成形
手術的病人，擴展周末及公眾假期的康復服
務；東華東院的骨科與老人科協作，兩項服
務各額外提供1,150個物理治療服務人次。
同時，透過「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

劃」聯網為1,780名病人服務，他們以公立
醫院普通科門診收費，到私家醫院應診。

增20骨科急症病床應付老化
在優化服務方面，為應付人口老化的需求，東區

醫院增設20張骨科急症病床。而律敦治醫院的磁
力共振掃描造影服務亦會延長至上午8時至晚上8
時。聯網本年度額外為青光眼病人提供1,100個光
學相干斷層掃描及565個視野測試，並為肺癌病例
額外提供165個分子檢測，以及為急性缺血性中風
的患者提供24小時靜脈溶栓治療服務。
此外，為保障病人安全，早前港島東醫院聯網開

設中央消毒服務部，計劃在東區醫院及律敦治醫院
設中央消毒服務部，合併中央消毒物品供應部及手
術室用品消毒處，為聯網的醫院提供的手術室器具
及病室代焗物品滅菌服務。東區醫院的中央消毒服
務部預計在今年第四季度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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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八達

通卡在20年前於本港面世，為本港電
子付款及數碼發展開了先河。隨着科技
發展及手機普及，本港現時有沒有能力
成為智慧數碼城市（Smarter Digital
City）？有調查發現，81%香港手機用
戶認為自己是精於數碼產品，但事實上
當中只得42%精於運用，其他只是使
用手機作社交用途、導航或日常簡單搜
尋等，更有30%的消費者不知道何為
P2P（peer-to-peer）流動轉賬服務。調
查建議政府及商界加緊步伐發展創新科
技，否則會錯失發展良機，被亞洲其他
國家或地區爬頭。
Google昨日發表最新一份《智慧數

碼城市白皮書》，白皮書委託尼爾森
（Nielsen）以不同方式進行訪問及研
究，包括焦點小組、網上問卷訪問
1,000名本港消費者、向8名企業領袖
及4名政策相關者進行深度訪問等，研
究本港發展智慧數碼城市的可能性及數
碼化轉型情況。

東京星洲冠亞 港僅季軍
白皮書更率先公佈受訪者認為的亞

洲智慧城市排名，東京居首，其次是新
加坡，香港則排第三，之後是首爾及上

海。
白皮書指，香港因為運用科技提高

生活質素及使用政府服務等方面不及東
京及新加坡，點評香港數碼化轉型仍在
起步階段。
調查發現，81%受訪者以為自己是精

於數碼產品，但事實當中只得42%才
是真正熟悉科技運用，如透過手機進行
流動銀行理財、感應式支付及應用智能
手錶等。

調查又指，89%的消費者會透過手機
去尋找他們所需的產品。不過，只有
53%的消費者有使用手機理財，33%有
應用P2P流動轉賬服務，另有30%消費
者竟不知道何為P2P。
至於港人最愛的旅遊，98%的消費者
會在出發前用手機或電腦去搜尋資訊，
起行前43%是用手機查飛機航班，旅
程時70%的消費者則用手機導航及搜
尋資訊。

永
升
入
股
有
線
寬
頻
獲
批

81%人自認手機「智將」逾半「半桶水」

■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康文署在
採購和註銷圖書館資料及協調方面有不足
之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劉燕卿批評地政總署當區地政處劉燕卿批評地政總署當區地政處
行事散漫行事散漫，，對違規情況視而不見對違規情況視而不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劉楚釗（中）表示，東區醫院將引入高壓氧治療
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李敏生介紹港島東醫院聯李敏生介紹港島東醫院聯
網新成立的中央消毒部網新成立的中央消毒部。。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 Google
昨日發表最
新一份《智
慧數碼城市
白皮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楊佩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