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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鐵牛訪聖保羅書院 勉關注國家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馬靜）受人工與材料價格上漲、

設計與施工方案調整等因素影

響，香港特區運輸及房屋局透

露，港珠澳大橋主橋將超支約100

億元人民幣（約117.8億港元），

款項由內地、香港及澳門三地共

同承擔。特區政府稍後會向立法

會匯報，並尋求立法會增撥所需

款項。正在北京訪問的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本

港具體分擔比例。有估計如按照

當日出資比例計算，港方需承擔

43 億元人民幣（約 50.6 億港

元）。

港珠澳橋超支逾百億
政府將申追加撥款 港料須分擔50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
網站載，中聯辦副主任譚鐵
牛日前應邀走訪香港聖保羅
書院，參觀學校設施，了解
學校發展歷史，並與校長和
師生代表座談，聽取學校教
育理念、辦學思路、發展規
劃及與內地交流情況等介
紹。
譚鐵牛讚賞聖保羅書院的
辦學歷史、辦學成績和辦學
特色，勉勵書院關注世界發
展潮流，了解國家發展大
勢，弘揚民族傳統文化，培
養更多具有香港情懷、國家
觀念、國際視野、德才兼備
的棟樑之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今
年10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按年
升1.5%，較 9月份的1.4%相
應升幅稍高。剔除所有政府一
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後，10月
份的基本通脹率亦為1.5%，
同樣較9月份的1.4%稍高，主
要是由於旅遊費用跌幅收窄所
致。
從細分指數分析，甲類、乙
類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於10月
份的按年升幅分別為1.6%、
1.4%及1.5%，9月份的相應升
幅 分 別 為 1.5% 、 1.3% 及
1.4%。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
困措施的影響後，10月份的按
年升幅分別為1.6%、1.4%及
1.5%。
在各類消費物價指數組成項

目中，價格於10月份錄得按年

升幅的類別為食品（不包括外
出用膳）（3.3%）、外出用膳
（2.7%）、住屋（2.4%）、雜
項物品（0.6%）和電力、燃氣
及水（0.2%）。
另一方面，價格錄得按年跌

幅的類別為耐用物品（跌
2.9%）、煙酒（跌1.3%）、衣
履（跌0.5%）和雜項服務（跌
0.4%）。至於交通方面，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較一年前同期上
升0.8%，但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下跌0.1%。
政府發言人表示，消費物價

通脹於10月份仍然相當溫和。
展望將來，鑑於進口價格緩慢
上升及本地成本壓力溫和，通
脹風險在短期內應會依然有
限。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通脹
走勢，特別是通脹對低收入人
士的影響。

上月通脹微升至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葵青及荃灣區居民早前發現食水
有異味，事件起因懷疑是配水庫
維修時密封程序出現偏差，令部
分可揮發性工程物料的氣味滲到
供水區，水務署助理署長陳仲勤
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事件
不會影響水質，市民可以繼續放
心使用，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
娟就批評署方未有及時就事件通
知受影響居民。
食水出現異味原因，懷疑是因
為荃灣配水庫的例行的維修工程
進行時，使用的隔氣膠簾未能做
到完全封閉，令工地維修物質的
氣味傳到供水區。陳仲勤強調，
水務署已經抽驗逾20個水樣本，
測試超過1,000種物質，全部都
通過「快速毒性測試」，稱市民
可放心使用。
陳仲勤建議，對異味水感到不
適應的市民可與管理處協調，要
求清洗水缸，但他未有正面回應
署方會否承擔額外清洗水缸的費
用，只是表示署方要先諮詢法律
意見。
麥美娟對水務署未有就食水出
現異味一事及時通知居民表示遺
憾，指署方有需要向公眾交代事
件始末，「雖然水務署指目前抽
驗過的水樣本都無含有對人體有
害物質，但仍有好多疑問未交代
清楚，包括換水工程是否能徹底
解決問題、抽驗食水的最新進
展、如何改善以避免同類事件發
生等。」
她認為水務署應改善現行的監

管機制及檢討通報方法，並指出署方應安
排人手妥善處理清洗水缸及換水工程。另
外，她並建議署方為受影響居民住所抽驗
食水，盡快公佈檢驗結果，釋除居民疑
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港
珠澳大橋主橋預計
超支100億元人民
幣，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恒鑌指出，
按協議估算，香港
可能需攤分43億
元人民幣（約50.6

億港元），惟大橋工程已近尾聲，此金
額「點都要找」。他又認為，工程超支
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將面對很
大困難，希望政府在財務安排上可想清
楚，究竟要到立法會申請撥款或是以融
資方法解決。

陸頌雄促查有否漏報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形容大橋在

完工前一刻超支匪夷所思、令人震驚，
要求政府調查是否出現監察不力和隱瞞
漏報情況，要有徹底交代，若出現人為
失誤便需作追究。他不希望因超支令工
程進度延誤，致大橋未能及時通車，令
港人蒙受雙重損失。

麥美娟促具體交代
另一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對於政

府只被動地公開超支資料感到不滿，要
求政府交代超支具體情況，以及香港實
際需負擔的數目，並盡快提交資料予立
法會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未來三年東
江水將逐年加價。發展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
指，已與廣東省政府達成2018年至2020年
的新東江水供水協議，繼續採用「統包」方
式，購入每年上限8.2億立方米的供水，水價
按年增幅0.3%，3年分別調整為47.9259億
元、48.0700億元及48.2141億元。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劉國勳昨日回應指，兩地政府沿用
「統包總額」方式買水，加上水費的計算方
式有欠透明，對結果感到失望。
東江水供水協議將於本年年底期滿，粵

港兩地政府在今年初已開始磋商未來三年

的新供水協議。文件指目前東江水佔本港
食水供應約70%至80%，可補足本地集水
量不足的缺口，為應付香港的實際用水需
要，並確保2018年至2020年內供水的可靠
程度達99%，現行東江水供水協議所採用
的「統包總額」方式維持不變。
文件解釋，特區政府繼續以「統包」方

式買水，而不是「按量付費」，是因為廣
東城市發展迅速，東江水資源一直競爭激
烈。廣東省方面認為，如果不在供水協議
訂明每年供水量，將難以確保香港在乾旱
時，可獲充足供水，而且假如以「按量收

費」方式買水，水價可能更高。發展局表
示，水費上調是根據兩地物價變化調整，
認為水平合理。
不過，發展局同意「統包」方式實行超

過10年，已與廣東方面進行收費安排檢
討，預計在2020年後的供水協議，可以就
付款方式進行進一步討論。

劉國勳盼減「統包」額度
劉國勳指出，相比過往加幅，今次東江

水費價格調整是近年來最低的一次，惟近
年人民幣兌港幣匯率下降，加上過去幾年

亦用不盡供港用水，長期未有達到「統
包」上限，故在營運成本上應該仍有結
餘，認為東江水費用應維持不變。
粵港兩地政府已成立工作小組探討東江

水水價新的計算方式，並以兩年為目標，
探討下次於2020年協議收費模式。
他認為兩地政府應根據香港過去10年

的用水量，減低「統包」的額度，其後
的供水再採取「按量收費」，並期望當
局在此過程中盡量公佈商討的詳情，並
爭取在下一份供水協議商討之前完成相
關程序。

運房局昨日發出新聞稿，介紹港珠澳
大橋最新進展時指出，大橋主體工

程進度良好，至今大橋主橋的橋樑及海
底隧道段已經貫通，現正進行隧道內部
及路面的裝修工程、人工島上的建築物
裝修、道路工程及交通工程等。
至於大橋主橋的建造費用，運房局指
出，已於今年2月及 10月向立法會匯
報，因位於內地水域的主橋自動工以
來，受人工與材料價格上漲、設計與施
工方案調整等因素影響，令建設成本增
加，故項目承建商向港珠澳大橋管理局
提出概算調整之申請。
運房局續指，大橋管理局已完成審查
承建商提供的概算調整申請資料，並編
制概算調整報告後，內地相關部門已把
該概算調整報告上報國務院。據了解，
主橋超支約100億元人民幣。

三地共同承擔建造費
運房局表示，大橋主橋立項時，三方

同意所需的建造費用由三地共同承擔，
及由大橋管理局向銀行借貸。預計主橋
超支所引致的額外資本金需求，將按上
述立項時所訂定原則處理，即部分由三
地共同承擔而其餘部分由大橋管理局向
銀行借貸。
至於具體安排，包括港方所承擔數

目，運房局表示，會於主橋超支幅度獲
得確認後，向立法會匯報，並尋求立法
會增撥所需款項。
根據2009年由三地政府達成的協議，

大橋主橋造價估算約376億元人民幣，其
中157億元人民幣項目資本金由三方注
資，香港負責67.5億人民幣，佔總額約
43%；其餘219億人民幣透過借貸方式獲

得。是次大橋主橋超支約100億元人民
幣，若按當日出資比例計算，港方需承
擔43億元人民幣。
至於大橋通車日期，運房局表示，在

今年11月7日舉行的大橋三地聯合工作
委員會會議上有詳細討論。三地同意全
力以赴，在本年底實現大橋及口岸主要
建設工程完工的目標，並繼續加緊完善
口岸通關條件，報請中央專責小組確定
大橋開通時間，有定案後將盡快公佈。

陳茂波：暫未清楚分擔比例
陳茂波昨晚在北京會見傳媒時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本港具體分擔比例，但根
據當年簽署協議，政府會按既定程序申

請撥款，在相關報告遞交立法會時，也
會作出詳細交代，講明情況。
至於大橋工程進展，陳茂波希望本年

底可以完成建築工程部分，啟動其它準
備工作，盡快交付使用，「很希望這個
有利於三地民眾往來、對人流物流方面
都很便利的設施早日投入使用，讓大家
受益。」
港珠澳大橋跨越伶仃洋，東接香港，

西接澳門和廣東省珠海市。整個大橋項
目主要分兩部分：即由大橋管理局在內
地水域進行的主橋工程（22.9公里橋樑及
相連的6.7公里海底隧道工程），以及由
粵港澳三地政府各自負責的連接路及口
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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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九巴公佈啟動「綠色
巴士站」計劃，為全港600個沒有電力供應的舊式巴
士站安裝太陽能供電裝置，為照明燈及滅蚊器提供電
力。九巴表示，現正進行實地測試，預計整項計劃於
明年內完成。九巴同時將技術應用於臨時洗手間，以
求進一步改善前線人員工作環境。
九巴發言人表示，將陸續於全港各區600個缺乏
電力裝置，或鋪設電力系統較困難的舊式巴士站，
改良成為「綠色巴士站」，有關巴士站將設有特別
的綠色貼紙作為標誌。

按時自動開燈開滅蚊
發言人指出，大埔鍾屋村巴士站將成為首個「綠色
巴士站」，站頂裝有一塊面積約1米乘1.6米的太陽能
板。太陽能板可將陽光轉化為電力，並儲存於電池
內，巴士站會在預設的時間自動開啟巴士站蓋下及路
線牌下方的照明燈以及滅蚊器。
發言人表示，期望裝置可解決部分巴士站缺乏電

力供應的問題，令乘客毋須在昏暗環境下候車；加
設滅蚊器亦可讓在鄉郊巴士站候車乘客有更理想的
候車環境。

為讓前線員工有更佳工作環境，九巴會將此技術
應用於個別無法裝設電力的員工臨時洗手間，提供
照明及抽氣設備。首個經改良的臨時洗手間將於荃
威花園巴士總站安裝，未來一個月將優化多10個臨
時洗手間。
發言人表示，九巴大力支持應用可再生能源，並
運用創新思維和科技應用提升巴士服務，為環保出
一分力。

600九巴站裝太陽能板

■九巴將為600個巴士站加設太陽能板，以提供照
明燈及滅蚊器。

■陳茂波指，暫不清楚本港具體分擔比
例。 資料圖片

■大橋建造費由三地共同承擔。資料圖片

■譚鐵牛與聖保羅書院校長、老師和學生代表合影。 中聯辦網站圖片

■譚鐵牛聽取聖保羅書院教師代表介紹。 中聯辦網站圖片

■陳恒鑌指，大橋超
支「點都要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