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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中線超支料有「相當增幅」
切實估算月內提交 馬時亨拒評「封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港鐵沙中線超支金額到底多

少，將於本月內揭盅。運輸及房屋局昨日透露，預計工程費超支

會比原先估計逾50億元再有「相當增幅」，港鐵正就主要工程

費用進行檢討， 並會於今個月內提交最新估算，同時強調特區

政府會嚴謹把關，仔細審核港鐵的估算報告，再向立法會尋求撥

款。港鐵主席馬時亨則稱，沙中線超支是肯定的，但現階段不宜

評論沙中線超支需否「封頂」的問題。

廣深港高鐵通車初期
只能直達內地 10個城

市，較8年前提及的16個城市，少了西安、成
都、南京等站。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在立
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指，當初16個站是根
據顧問建議，並非最終方案，特區政府目前正
與中國鐵路總公司爭取增加直達站點。他並透
露，高鐵香港段已完成96.9%，進度超預期。

陳帆：較計劃進度為快
陳帆昨日在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上表
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工程進度良好，截
至 9月底，高鐵香港段的整體完成進度為
96.9%，較計劃進度的92%為快。
不過，路政署評估西九龍站消防設備的安裝
工程仍有滯後風險，有可能影響消防檢測工

作，因此已敦促港鐵公司加強人手及監督工
作。同時，消防處亦已調派足夠人手應付所需
的消防檢測工作。

消防設備安裝恐滯後
陳帆指出，現在整個高鐵香港段項目的有關

關鍵工程主要集中在西九龍站的建造，口岸區
工程、室內裝修、機電及屋宇裝備工程均進行
得如火如荼。
明年第三季高鐵香港段通車時，會將香港連

接至不斷擴大的國家高鐵網絡，大大縮短由香
港以鐵路往來內地各主要城市的時間，便捷通
達全國各地。
他續說，整個鐵路系統的調試工作，包括為
接連內地高速鐵路網絡而進行的聯合調試和試
運行，已於今年7月開展，全部九列高鐵列車

已經付運到港，進展符合預期。現時正進行車
載及軌旁信號系統、列車、香港段區間發車測
試及全線點對點運行試驗，預計所有測試可在
明年第一季完成。路政署及其監察及核證顧問
會繼續關注其進度。
有議員關注高鐵營運費用， 陳帆回應指：

「日後實際操作，營運費用多少是合理，我們
都會進行仔細審核，如果我們與港鐵有理解框
架時，我們願意就大原則回來向議會匯報，除
了涉及商業運作細節不能公佈。」
被問及港鐵主席馬時亨曾稱日後高鐵香港段

如無法如期通車，西九龍站每月營運費要約
8,000萬元是否屬實，陳帆回應指，有關數字
只是港鐵的單方面估算，重申到時港府會仔細
審核高鐵的實際營運開支，不會接受任何不合
理條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
��4BZ

高鐵港段完成96.9% 當局爭取增直達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

計劃在2026年為7條鐵路線完成信
號系統提升工程，耗資33億元。港
鐵車務工程總管李家潤坦言，鐵路
進行大型提升工程時，因系統不穩
定，或導致鐵路服務受阻機會增
加。
港鐵昨日派出多名高層出席立法

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交代
廣深港高鐵、沙中線及提升鐵路線
信號系統等工作的進展。

7條路料增10%載客量
李家潤在會上表示，當港鐵於

2026年全面提升包括機場快線、觀
塘線與荃灣線等7條線路的信號系統
後，估計可以增加10%載客量。但

他坦言，鐵路進行大型提升工程
時，系統不穩定或會令鐵路服務受
阻的機會增加。
他又指，港鐵現時以「固定區間」

方式保持車廂安全，而未來將會使用
「移動區間」，使用無線通訊實時傳
輸，及安全防護設計維持鐵路安全。
雖然新系統加強備用裝置，但不可能
完全避免發生故障。
他表示，信號系統提升時，鐵路
將全線或局部暫停服務。港鐵希望
維持鐵路服務水平，同時進行更新
工程，是港鐵現時面對的大挑戰。
其中一個做法是，只在晚間鐵路停
駛時，進行每天兩小時的測試，減
低影響乘客的程度。其中荃灣線工
程預計於明年底完成。

信號系統提升料2026年完成

港鐵沙中線超支問題仍懸
而未決，惟其工程已取得不

少進展。港鐵此前宣佈，沙中線九龍城段兩
個車站的結構工程已完成，已經平頂，並正
式定名為「宋皇臺站」及「土瓜灣站」。 隨
着沙中線大圍至紅磡段最後這兩個車站完成
結構工程，沙中線的土木工程已大致完成。
出席當日平頂儀式的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

書長黎以德表示，特區政府明白地區人士希
望車站能反映宋朝古蹟的特色，於是將車站
由「土瓜灣站」改名為「宋皇臺站」，而原
本的馬頭圍站則改名為「土瓜灣站」，希望
能反映地區特色。
港鐵公司工程總監黃唯銘指出，早前車站

工地發現宋元遺蹟，令工程出現阻滯。

工地遺蹟日後公開展示
工程團隊已根據相關部門的專家意見，修改

車站的設計及施工方法，妥善保育文物遺蹟，
出土的文物日後更可公開展示予市民欣賞。
隨着結構工程竣工，港鐵工程團隊已開始

安裝及測試鐵路系統。宋皇臺至紅磡段正進
行安裝各項系統，包括通訊設施、信號系
統、隧道通風、月台幕門及架空電纜等，以
配合日後的列車服務。而啟德至顯徑段亦已
進入測試階段，安排列車在軌道上行走，配
合系統測試。
港鐵於上月中曾邀請立法會議員視察啟德

站。港鐵當時指沙中線工程進度良好，截至
今年9月，整體工程進度已達78%，大圍至紅
磡段工程完成92%，紅磡至金鐘段則已完成
59%。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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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站地盤早前發現古井土瓜灣站地盤早前發現古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沙中線原本造價798億元，運房局
於去年11月向立法會提交的進

度報告指出，土瓜灣站因發現古蹟，
令成本上升41億元，加上金鐘站擴建
因工程複雜亦令成本上升13億元，即
最少已超支逾50億元。由於尚有其他
工程延誤，均影響最終造價，當時就
有人估什，超支金額將高達200億
元，令沙中線成為千億工程。惟港鐵
及政府一直未公佈確實超支金額。
在昨日的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會議上，不少議員關注沙中線的超支情
況，包括港鐵及政府會否就超支「封
頂」，以及現時超支金額究竟多少。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運輸）潘
婷婷表示，早前土瓜灣站的考古發
現，令沙中線大圍至紅磡段的工程約
有11個月滯後。

大圍至紅磡段或提早通車
由於在此段實施的追回進度措施漸
見成效，故原訂須延遲至2019年底才
通車的大圍至紅磡段，預計可於2019
年中通車。同時，受灣仔發展計劃工
地延遲交接影響，及會展站地底的複
雜情況，需預留彈性在會展站上蓋建
會議中心，和要處理分域碼頭街附近
的鋼管樁，令沙中線紅磡至金鐘段的
施工時間有所延長，但通車目標仍維
持在2021年。
她引述港鐵公司表示，沙中線主要
工程需進行大量額外工作，以克服相

關困難及挑戰，故預計主要工程費用
「將會有相當的增幅」，而主要工程
的應急費用將不足以支付工程的額外
開支。
潘婷婷續說，港鐵正就沙中線的主

要工程費用進行檢討，並會於今個月
內提交最新估算。特區政府在收到港
鐵公司提供最新的估算報告後，路政
署及顧問會仔細及嚴謹地進行審核，
適時向立法會尋求增加撥款。

港鐵稱已全力減工程成本
被問及工程總額會否「封頂」，港

鐵工程總監黃唯銘在會上未有直接回
應，只多次表示明白市民關心造價，
但強調不論在施工方法或設計上，已
全力減低工程成本。
由於工程已完成近80%，多項因素

已明朗化，故估算將是切實及已接近
尾聲，會在今個月內提交有關估算，
並會盡力爭取將工程造價降低。
馬時亨昨日出席一個午餐會後接受

傳媒訪問時坦言，沙中線超支是肯定
的，因有很多因素包括古物及遲交工
地等情況發生，並非他們所能控制，
希望外界不要再揣測金額。
他表示，港鐵會在本月內盡快將沙

中線造價的最新估算交予政府，待政
府研究後才討論其他問題。至於有議
員在會議上查問港鐵及政府會否就超
支「封頂」，馬時亨則表示不會評
論。

■■宋皇臺站地底設兩層宋皇臺站地底設兩層，，上層是車站上層是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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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梁行發表《全球寫字樓租賃開支報
告》，指香港寫字樓租賃開支冠絕全球，取代
倫敦登上首位。本港寫字樓價格高昂，難免影
響本地、內地和外資企業在港擴展的意慾，拖
創新科技發展和整體產業升級的後腿，削弱香
港競爭力，對長遠經濟發展不利。當局有必要
加大增加供應的力度，包括透過活化工廈、舊
區重建、填海造地等手段多管齊下，多想招數
紓解寫字樓供求失衡的問題。

早前長實集團的中環中心以402億元的天
價，創下本港歷來金額最大的單宗物業成交紀
錄，反映本港作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吸引
大量外地資金湧入，令本港中心區的商廈租金
水漲船高。

戴德梁行的報告指出，在港租用可配置100
名員工的辦公室，同一筆開支所能租用的面
積，足夠在多倫多配置300名員工，在馬德里
配置500名員工，或於孟買配置900名員工。
高租金、高地價日益成為窒礙本港發展的掣
肘，初創的創新創科企業根本難以立足，即使
巨型跨國企業，亦會考慮成本效益，面對高昂
租金開支，愈來愈多駐於中環的跨國企業選擇
遷至租金較平地區，甚至遷離香港。要保持香
港的競爭力，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推動向創新創科經濟轉型，香港需要增加
商廈供應，遏抑寫字樓租金狂飆，穩定可以承
受的營商成本。

重推活化工廈是一個有效途徑。活化工廈計

劃於2010年推出，容許15年以上工廈業主免
補地價，將整幢工廈改裝活化作其他用途，可
惜計劃在2016年3月底屆滿，僅有83宗全幢
工廈改裝申請正式簽立特別豁免書，佔全港
1,400棟工廈的比例不足6%，最終落實改裝
更只有約40宗。

背後原因，一方面是現時申請活化工廈，
更改土地用途等程序繁瑣，另一方面則是過
去幾年住宅樓價迭創新高，一些業主直接改
裝成工廈劏房已經豬籠入水，根本無動機活
化為商廈。特首林鄭月娥早在8月葵涌奪命
大火後，已責成多個部門以新思維看待工
廈，並研究重啟工廈活化的可能性，相關政
策備受期待。在消防安全的前提下，港府應
提供誘因，吸引更多業主改變工廈用途，在
政策上拆牆鬆綁，例如放寬工廈非工業用途
的限制，幫助工廈業主整合業權，調整強拍
條例申請門檻等等，進一步通過活化增加寫
字樓供應。

活化工廈可緩解寫字樓租金的升幅，但受工
業區規劃、配套的限制，難以發展成新的核心
商業區，吸引優質企業進駐。要提供長遠穩定
的營商用地，政府應加快將啟德發展為新商業
中心，同時加快舊區重建，提供更多核心區域
的新建商廈。另外，有專家提出在大嶼山和港
島之間填海造島，打造新的中心商業區，當局
應積極考慮，確保香港有充足的商業用地，滿
足發展所需。

高租金削弱競爭力 多管齊下增商廈供應
本報昨日揭發，被控煽惑暴動等罪名的「本土民

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疑棄保藏匿外國。昨日法庭
對其發出拘捕令，並列於警方通緝名單中。黃台仰
潛逃海外，其他「本民前」頭面人物亦龜縮潛水，
主張「港獨」的激進組織勢力呈現「碎片化」趨
勢，反映「港獨」違憲違法，曾經肆無忌憚鼓吹、
煽動「港獨」的搞手，如今面對法律制裁，個個惶
惶不可終日，更遭市民唾棄，搞「港獨」的下場清
楚不過。但從對「港獨」零容忍零空間的角度看，
徹底清除「港獨」的餘毒，政府和社會各界不可鬆
一口氣，尤其要杜絕「港獨」思潮滲透、污染校
園，保護青少年免受「獨害」。

「港獨」勢力一度趾高氣揚地挑戰特區政府、抹
黑中央，作為「港獨」標誌性人物的黃台仰、梁天
琦、梁頌恆、游蕙禎等人，如今已離開公眾視野。
多名旺角暴亂的參與者經法庭定罪已被判囚，嚴重
者判監逾4年，黃台仰、梁天琦作為始作俑者，更難
逃罪責，氣焰自然難再。黃台仰棄保潛逃，淪為通
緝犯；日前一套為梁天琦塗脂抹粉的紀錄片公映，
貴為主角的梁天琦竟然缺席；梁頌恆、游蕙禎不僅
喪失議員資格，且被立法會追討薪津，極可能走上
破產之路。面對法律的懲處，明目張膽鼓吹、實行
「港獨」和激進主張的主腦難以逞強，如鳥獸散。

經歷違法「佔中」、旺角暴亂、立會宣誓風波，
香港市民越來越看清楚，激進勢力變本加厲鼓吹
「勇武抗爭」，違法暴力行動愈演愈烈，衝擊本港
法治，破壞社會安寧，完全違背香港的核心價值，
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市民渴望求穩定求發展，極

之反感激進暴力言行，反對鼓吹散播「港獨」，也
越來越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懲處煽動違法暴力的「港
獨」搞手，不遺餘力打擊「港獨」勢力。黃台仰、
梁天琦等人的下場，向全社會傳遞明確信息，「港
獨」不得人心，絕對無前途，黃台仰、梁天琦就是
前車之鑒。

雖然「港獨」標誌性人物走的走、藏的藏，目前看
已經不成氣候，但也要注意，曾經受「港獨」洗腦的
一些青少年組織不甘寂寞，蠢蠢欲動。例如多間中學
成立所謂「本土關注組」，打着表達言論自由、表達
自由的旗號，不時在校內校外派發「港獨」宣傳單
張，企圖把中小學變成散播「港獨」思潮的平台，誤
導更多心智未熟的青少年，走上「港獨」的不歸路，
其毒害青少年的後果，絕對不能等閒視之。

十九大報告要求，港澳特區要「履行維护国家主
權、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責任」，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亦曾強調，「港獨在中國土地上，乃至全球、全世
界都是零空間，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國人，必定
也是零容忍」。反「港獨」任重道遠，黃台仰潛逃，
「港獨」激進勢力陷入低潮，但並不意味着反「港
獨」已大功告成，仍要高度戒備，不能手軟。

教育當局、學校、家長責無旁貸加強引導學生認
識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建立正確的國家民情觀念，
培養愛國愛港情懷，以黃台仰、梁天琦等人的反面
教材，提醒學生引以為戒，增強青少年抵抗「港
獨」思潮免疫力；社會各界繼續發出正義的聲音，
制止向學校和以各種明暗手段散播「港獨」、荼毒
學子的言行，為青少年營造良好的成長環境。

「港獨」激進勢力「碎片化」清除「餘獨」不能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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