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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鐵牛向會計界宣講十九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特區政府委託顧問完成對6條過海

及陸上隧道交通流量合理分佈研究

的初步評估，認為西隧有剩餘容車

量，可考慮與西隧專營公司商討，

運用公帑作補貼，令隧道費下調，

改善過海隧道流量。至於6條隧道

全面豁免收費或統一收費等均不可

行，但建議適度上調紅隧和獅隧收

費，包括私家車，的士和電單車3

類使用隧道較多車輛。

政府研「紅加西減」紓塞車
公帑補貼助西隧降價 紅隧加價誘車輛「另謀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站載，11
月13日，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與香港
會計師公會等19個會計界主要團體43
位負責人座談交流，就中國共產黨第十
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要精神進行深入宣
講，希望大家緊緊把握國家未來發展方
向，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
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出貢獻。
此前，11月11日，譚鐵牛在辦內與
普華永道、德勤、畢馬威、安永等12
家大中型會計師行負責人座談交流，向
他們詳細介紹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
代表大會主要精神，聽取他們對國家和
香港未來發展的意見建議，並就如何幫
助香港會計界人士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
與「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
國家戰略，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

現互利共贏等進行了深入溝通和交流。

與教師分享科技展望
另外，譚鐵牛近日也應邀出席了由班

主任工作研究會和香港教育研究交流中

心聯合舉辦的優秀班主任和優秀教學獎
頒獎禮，並為出席頒獎禮的500餘名教
師作專題科技報告。譚鐵牛以《科技發
展與人類社會》為題，圍繞科學與技術
的內涵和關係、世界科技發展的歷史進

程、世界科技發展新態勢及未來社會展
望四個方面作了系統的介紹。報告得到
在場教師的好評。
據介紹，優秀班主任獎設於 2005
年，旨在推動學校的德育和班主任工

作；優秀教學獎設於2013年，旨在表
彰對教學出色或教學創新的教師。
兩項表彰計劃在學校中反響熱烈，至

今已表彰了近300名優秀班主任和優秀
教師。

■譚鐵牛向香港12家大中型會計師行代表宣講十九大。 中聯辦網站圖片 ■譚鐵牛出席優秀班主任和優秀教學獎頒獎禮。 中聯辦網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
菲律賓政府昨日起暫停國民海外
就業證明的新申請，為期15個
工作天，直至下月1日。菲律賓
駐港總領事館勞工領事德拉陶端
表示，在上周六或之前取得獲香
港入境處簽發工作簽證的外傭不
受影響，可獲菲方發出海外就業
證明。他續說，暫停審批申請是
涉及菲律賓政府內部貪污的調
查，相信與香港無關。本港僱傭
代理協會主席張結民說，料有
2,000人受影響，已要求領事館
向菲方勞工部門轉達，期望將香
港列入豁免名單。
德拉陶端昨日與本港多名僱傭

中介公司代表會面，期望在此事
上香港可獲得豁免。德拉陶端表
示，在上周六或之前，已獲香港
入境處批出簽證的菲傭不受措施
影響，可以如期來港，但預料未
來三周有1,050人受到影響，全
球有約7.5萬外傭受影響，至於
何時恢復審批亦要待菲律賓政府
再通報。
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民

表示，連同合約期滿返回菲律
賓，但又未能取得海外就業證明
的外傭，料有 2,000 人受到影
響，期望入境處容許外傭延期逗
留。他相信，事件不會引發菲傭
「退訂潮」；得成僱傭中心董事
總經理廖翠蘭表示，申請1個外
傭要等候約3個月至4個月，擔心

事件會影響本地有需要的家庭。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菲方做法只是短暫
性質，並非針對本港，如果有家庭需要照顧
小童或長者，政府會盡量提供幫助，社署可
將個案轉介非政府機構，入境處亦可彈性處
理約滿外傭留港期限。
另外，德拉陶端說，在過去3星期內收到

4宗菲傭投訴個案，指本港有外傭中介公司
安排菲傭申請海外工作簽證來港後，再向菲
傭介紹海外有工作機會，包括俄羅斯，聲稱
當地的薪金較香港高，不過要先收取轉介
費。
他續說，有關費用介乎2.8萬元至4.3萬元

不等，被騙菲傭以為有工作等着他們，但現
實卻一場空。

3周4投訴 兩中介被停牌
他補充，共有5間本港中介公司懷疑有從事

同類活動，當中兩間有領事館認證，已經被停
牌，稍後會將收到的投訴，轉介香港勞工處、
警方與入境處跟進。他強調，暫停審批海外工
作證明與此事無關，而是涉及菲律賓政府內部
貪污的調查。
張結民說，本港中介未有涉及違法行為。

廖翠蘭說，現時菲傭不可申請到俄羅斯工
作，不排除他們藉着本港作為「跳板」，先
與本港中介簽署外傭合約，再到其他國家和
地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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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港鐵沙中
線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港鐵公司表示，
工程進展順利，整體已完成78%，其中
「東西走廊」大圍至紅磡段更已完成
92%，並鋪設全段路軌，4個新站亦已完成
結構工程，將可按計劃於2019年中通車。
至於沙中線的超支情況，港鐵只重申，將於
本年底前向政府提交造價報告。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多名成員昨日獲
安排視察沙中線啟德站和土瓜灣站，兩站部
分範圍首次透過媒體曝光。其中啟德站以橙
黃色為主色，車站大堂已安裝售票機及指示
牌，惟有指示牌所標示方向疑出錯，港鐵則
解釋因裝修尚未完成，指示牌暫未可作準。
港鐵工程總監黃唯銘表示，現時沙中線的
工程進度良好，截至今年9月，整體工程進
度已達78%，「東西走廊」工程已完成
92%，全段路軌已鋪設完成，並開始進行列
車動力測試；4個新站亦已完成結構工程，
餘下的土瓜灣站即將平頂，全線進入機電設
備安裝階段。至於「南北走廊」紅磡至金鐘
段，則已完成59%。

連接西鐵馬鐵 最長最多站
他表示，「東西走廊」通車後，將現有
西鐵線及馬鞍山線連接，全長達56公里，
共有27個車站，動用55列列車行駛，是本
港鐵路史上最長、最多車站、列車數目最多

的鐵路線。由於工程進度理想，預計「東西
走廊」將可按原定計劃於2019年中通車。
「南北走廊」則維持於2021年通車的目
標。
受土瓜灣考古工程影響，沙中線額外工

程開支至少已達41億元，再加上於灣仔海
床發現遺蹟，以及會展站工地被延遲移交作
施工，均影響工程最終造價。早前便有傳聞
指超支金額高達200億元，令原本造價807
億元的沙中線成為千億工程。惟港鐵及政府
至今仍未公佈確實超支金額。

港鐵未正面回應超支
被問到有關超支情況，黃唯銘僅表示，

港鐵一直努力進行評估，並將按時在今年下
半年向政府提交造價報告。
他又提到，雖然距離沙中線「東西走

廊」通車仍有一段時間，但市民已開始享用
沙中線工程帶來的好處，包括西鐵線及馬鞍
山線列車，已分別逐步由7卡車及4卡車，
轉為8卡車運作，以提升載客量。當所有列
車增至8卡，西鐵線載客量可增加逾10%，
馬鞍山線的載客量更會增加一倍。
他續說，不少因沙中線工程進行而需提
升及增加的設施，亦已開放讓市民使用，如
慈雲山區包括升降機、扶手電梯及行人天橋
等共49項行人設施、新灣仔游泳池、新港
灣道體育館，以及九龍灣中央郵件中心等。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多名成員經過昨日視
察後，對沙中線工程可
按進度進行表示歡迎，
惟各人仍擔心超支或考
古等問題至今仍未解
決，要求政府及港鐵盡
快落實處理方案。
委員會成員兼立法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
席田北辰表示，現時全
城均關注沙中線最終會
超支多少，但在分域碼
頭一塊工地下面，仍有鋼管樁架尚未
清拆，而港鐵仍在研究拆除方案，但
此事有可能影響最終的超支額。他估
計，沙中線整項工程將超支最少100
億元。
委員會主席、自由黨易志明則認

為，由於沙中線工程進度理想，很多
工程基本上已完成，與廣深港高鐵有
很大不同，故他相信港鐵最後估算的
差距，會比評估高鐵造價準確得多。

他亦希望港鐵能盡快交代拆除鋼管的
方案，因事件或影響工程竣工時間。

委員會成員、民主黨黃碧雲表示高興
見到工程有進展，但指不少新界居民依
靠沙中線過海，「南北走廊」卻於
2021年才完工，故希望港鐵加快工
程，疏導需過海市民。她又指土瓜灣站
地底隧道通往北帝街出口因發現古蹟需
修改設計，但新走線仍未披露，冀港鐵
加快進度。■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沙中線「東西走廊」料如期後年通車

田北辰估計超支最少百億

運輸及房屋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出，
現時3條過海隧道中，紅隧和東隧於

平日早上繁忙時間的交通需求已顯著超越
各自設計容車量分別達77%及38%，導致
出現很長車龍，同時間西隧的交通需求只

佔其設計容車量約90%。至於陸上隧道，
獅隧和大老山隧道在同時段的交通需求，
亦顯著超越設計容車量。
文件表示，有需要進行研究，以通盤方

式審視上述3條過海隧道和3條陸上隧道
（包括尖山及沙田嶺隧道）的交通流量分
佈，以期透過制定不同隧道費加減方案，
從而影響駕駛者的選擇，達至6條隧道的
交通流量合理分佈之目的。而有關顧問已
作出初步評估。
文件指出，社會各界曾提出多項調整收

費方案，包括調低東隧收費，與紅隧收費
看齊；調低大老山隧道收費，與獅隧和尖
山及沙田嶺隧道收費看齊；調高紅隧收費
並同時調低西隧收費至現時東隧收費水
平，或調高紅隧收費並同時調低西隧和東
隧收費，令3隧收費劃一；以及調低所有6
條隧道收費。
惟顧問認為，所有方案均無助改善在繁忙

時間使用率過高隧道，即紅隧、東隧、獅隧
和大老山隧道的交通情況；且若採用這些方

案，預計2021年時過隧道的整體時間比現
時更長，社會成本甚高，不符公眾利益。
對於有建議全面豁免隧道費或推行強制

電子收費等移除收費亭措施，顧問認為隧
道出現嚴重擠塞是源於交通需求顯著超過
隧道管道的設計容車量，這些建議不會增
加容量，亦無分流作用，對紓緩擠塞沒有
幫助。

商討過程不排除觸礁
文件又指，現時西隧專營公司可按商業

考慮隨時調整隧道費，故政府應與該公司
討論運用公帑提供合適補貼，令西隧隧道
費下調，從而善用西隧的容車量。惟有關
補貼安排及金額必須獲得該公司同意。在
現階段，政府不排除未能與該公司達成協
議的可能性。
為有效分流紅隧和獅隧的交通量而不會

引發額外的交通需求，文件指出，必須適
度上調紅隧和獅隧的隧道費，並同時減低
其替代隧道的收費。調整重點在於私家

車、的士和電單車的隧道費，但就不宜上
調固定路線公共交通車輛的隧道費。
文件又指可探討不同時段不同收費，而

在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實行較為可取。長遠
亦可探討隧道費調整機制，以客觀參數如
隧道交通流量增減或車輛通過隧道的平均
時間，作為調整收費依據。政府下一步會
諮詢立法會及持份者意見。
西隧回應稱，政府至目前為止仍未向該

公司提出任何建議，但在商業利益得到保
障的前提下，會持開放態度。

陳帆：待深入分析再決定
運房局局長陳帆昨晚出席一個青年論壇

後強調，對所有方案持開放態度，他們只
是將初步看到的情況作中期分析，當了解
巿民和議員的意見後，再作深入及詳細分
析才會有決定。
被問及有否信心與西隧就補貼方案達成

共識令西隧不加價，他表示，希望透過商
討達至共識。

■菲律賓政府昨起暫停國民海外就業證明的
新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廖翠蘭（左）擔心停批申請影
響本地有需要的家庭。右為德拉
陶端。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沙中線啟德站首度公開曝光，左圖為車站內部情況，上圖則顯示
入閘機的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成員往港鐵沙中線土瓜灣站
及啟德站工地視察，了解工程進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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