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號「雙失」罕見 議員憂「再嚟過」

港鐵密密壞 民記倡加罰
指事故後維持有限度服務時段應罰款 不該只計「最拖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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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建議增加新罰則

列車延誤時間 服務中斷罰款 維持有限度
（延續舊罰則） 服務時罰款

（增加新罰則）

31分鐘至1小時 100萬元 50萬元

1小時至2小時 200萬元 100萬元

2小時至3小時 300萬元 150萬元

3小時至4小時 500萬元 250萬元

逾4小時後每小時 250萬元 125萬元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民建聯建議增加的新罰則包
括，維持有限度服務時間若

不足1小時，則罰款50萬元。若超
過1小時後仍未恢復全線通車，加
罰100萬元。超過2小時加罰150
萬元，超過3小時加罰250萬元，
超過 4小時後每小時罰款 125 萬
元。而原有罰則只計算由起點到終
點、延誤最久的一班列車的延誤時
間。
如8月5日觀塘線列車大延誤，
逾10小時維持有限度服務，只計
算延誤最久列車的延誤時間83分
鐘，罰款200萬元。按他們建議的
罰則，那麼有限度服務的10餘小
時均需繳納罰款，總計為1,125萬
元。
他們還建議引入世界其他地方的
常用做法，對已入閘受延誤乘客直
接補償，如出閘時獲安排免費單程
車票一張，或視乎延誤時間而享有
20%至100%的優惠乘車證。

阿彪：應變混亂亟須正視
鄧家彪表示，新界東塞車大聯盟
多名成員前日到港鐵總部了解事
故，批評港鐵屢發事故之下，在事
故後疏散人流方面仍亂成一團。前
天東鐵全線站點人潮湧湧，乘客完
全得不到指引，怨聲載道。
同時，停於中途的列車上更有乘
客使用緊急掣開啟車門跳下路軌，
令情況更為混亂。港鐵雖然屢屢聲
稱有完善應變機制，但情況一直未
有改善，令人失望。
他表示，其實應變措施完全可以
改善，如派出職員在現場指導，將

現場LED廣告牌改為指引牌等。
希望增加罰則能令港鐵正視問題，
增加資源予以改善。

陳恒鑌：現行罰則不痛不癢
陳恒鑌表示，東鐵線信號系統老

化已久，他們多次要求港鐵更新系
統，但港鐵指要等沙中線新系統完
成後才升級東鐵系統及完成對接，
令東鐵系統更新延誤至今。
他續說，港鐵維修工程人員人手

長期不足，現在又抽調人員處理系
統更新，日常檢查維修無法維持應
有頻率，以致事故頻繁。
陳恒鑌指，2017年頭三季港鐵因

事故延誤，已罰款逾1,400萬元，
較2016年多700萬元，現行罰則懲
罰力度明顯不足。
他直言，港鐵年盈利逾百億，不

在乎幾百萬元罰款，卻一直不肯增
聘人手及加快系統更新。因此他們
建議加大罰則，一方面促使港鐵提
升恢復正常班次的效率，另一方面
也促使港鐵增撥資源加強日常維
護，降低事故率。
李世榮表示，目前新界東道路、

鐵路交通全線飽和，雖然區議會多
次要求政府改善交通狀況，但迄今
欠缺短中期應對措施。目前正討論
的新界東道路拓寬工程，等落成起
碼十年八載，遠水難救近火。
現在新界東居民高度依賴東鐵，

在東鐵事故屢發的情況下，上下班
成為高風險的事情，隨時堵在途中
延誤事情。他促請高鐵加強系統維
護，降低事故率，減少對市民造成
的不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東鐵前日全線癱瘓逾兩小

時，數以萬計乘客受影響。解決新界東塞車大聯盟發言人鄧

家彪、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沙田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

員會主席李世榮昨日舉行聯席記者會，批評上世紀80年代延

用至今的東鐵信號系統老化，地鐵工程維護人員不足，並對

全線停車後港鐵未能及時應對出現大混亂十分不滿。他們建

議今後事故後維持有限度服務時段亦應處以罰款，促使港鐵

正視問題，增加資源改善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東鐵線日
前發生信號故障，全線服務暫停逾兩小時。立
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田北辰形容，東
鐵線信號系統「千瘡百孔」，今次信號系統雙
重失效，懷疑與港鐵更換或測試新系統有關，
促請港鐵作出交代。
亦有立法會議員表示，信號系統「雙重失

效」實屬罕見，但目前港鐵尚未查出事故原
因，擔心其他線路的系統也有潛在問題。

運作時更換系統有風險
田北辰昨晨出席電台節目指出，港鐵現正為

各條列車線路更換系統，這幾天在每日凌晨收
車後，港鐵職員均會測試新系統運作3小時，

故懷疑事故與此有關。
他又指，根據外國的做法，一般是停止整條

線路的服務運作來進行更換，現時港鐵每天運
作時進行，他一年前已說過此舉會有風險。
他表示，今次事件是由於東鐵信號系統的後

備伺服器也出現問題，當東鐵未來更換新系統
後，主伺服器與後備伺服器同時壞的機會將很
小，而且可以局部行車，相信不會再出現全線
停駛情況。
對於有聽眾批評港鐵接駁巴士的安排，田北

辰表示，鐵路載客量多，接駁巴士始終難以填
補。就有乘客在事故後自行離開車廂走落路
軌，令服務延誤時間更長，他認為港鐵有需要
檢討與乘客溝通的問題。

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成員受訪時形容，
今次信號系統「雙重失效」，連後備系統亦未
能正常運作，情況實屬罕見，但目前港鐵尚未
查出事故原因，擔心其他線路的系統都有潛在
問題。
他認為，事件反映信號系統老化情況迫在眉

睫，而港鐵直至2026年才全面更換所有線路
的系統，所需時間太長，認為港鐵有必要認真
考慮加快工程。
他又指，港鐵制訂接駁巴士應變計劃時，可

能沒有預料會出現全線停駛的情況，認為接駁
巴士可直接前往九龍塘或旺角等地，可起分流
作用。他已去信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要求盡快
召開緊急會議，邀請港鐵解釋今次事故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東鐵線前
日一度全線暫停服務兩個多小時，令大批乘客
受影響。有工會中人指出，今次事故是中央信
號系統出現問題，令控制室未能看到整條線的
列車信號，加上東鐵線信號系統太舊，未能轉
到由每個站自行控制所致，故港鐵應在更換新
系統前，加強檢查及維修，又指港鐵維修方面
人手長期不足，希望公司能增聘前線人員，加
強檢查及維修。
香港鐵路專業人員工會主席黃源活昨日在接

受傳媒訪問時指出，當遇上中央系統發生故
障，港鐵其他線路可以交由個別車站自行控制
及處理，當每個站都可自行控制，列車便可繼
續運行。目前的問題是，東鐵線屬於舊系統，
沒有此項功能，故當中央系統真的出現問題
「死直」，東鐵的車站也無法自行作出控制。

維修長缺人 工會促增聘
他續說，東鐵線的信號系統將

更換，現正進行夜間測試，其間
要切換新舊系統，可能因此導致
系統不穩定，認為港鐵應該加強
檢測。
至於後備設備亦應更頻密地進

行檢測及多作啟動，以便發生事
故時可順利啟動。
黃源活坦言，公司在維修工作方面的人手長

期不足，加上近年多了新工程，員工難以兼
顧，希望能增聘前線人員，加強檢查及維修。
就是次信號系統伺服器出事是否與人手不夠

令檢查不足有關，他難以評論，但強調如整個
系統可以有更多的檢查會更好。

至於有乘客在列車停駛期間自行打開車門離
開車廂，黃源活呼籲乘客不要自行離開車廂走
落路軌，避免發生危險。
他又建議日後如果再發生事故，中央控制室

應透過車廂廣播，提醒乘客不要擅自打開車
門。

分站「無力自理」
系統出事「死直」

■(左起)李世榮、陳恒鑌和鄧家彪。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當日港鐵九龍塘站外，大批乘客等候接駁巴士，港鐵職員和
警員在場維持秩序。 中通社

■東鐵「全癱」當日，市民在月台苦候。
資料圖片

社科院昨天發佈的旅遊綠皮書指出，2017
年全球赴港旅遊人次料突破5700萬人次，比
上年有所增加；而2018年全球訪港遊客數量
將繼續保持增長。香港旅遊業重拾增長勢
頭，是回歸20周年慶祝活動、重塑「好客之
都」旅遊形象等多項利好因素共同作用的結
果，今後要確保旅遊業繼續發展，就必須進
一步搞好優質服務、特色旅遊，保持旅遊業
的良好勢頭。更為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國家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的機遇，全面發
揮香港東西文化薈萃的特色，整合大灣區內
豐富而各具特色的旅遊資源，做到優勢互
補、互利共贏，從而真正將香港打造成為
「世界級首選旅遊地」。

由於各種原因，香港旅遊業曾經面臨困難，
訪港人數在2015年和2016年都錄得下跌。去
年之所以能夠止跌回升，一方面是適逢香港回
歸祖國20周年舉辦連串慶祝活動，特區政府
和業界推出多項政策舉措重塑「好客之都」；
另一方面，亦受益於外圍經濟環境改善、人民
幣匯率走勢強勁和內地經濟形勢向好等因素，
內地來港旅客復增，更佔了76%，顯示內地
旅客已經成為左右香港旅遊業的最重要部分。
因此，香港旅遊業今後的發展重點，既要面向
全球，更要加強與內地旅遊業的合作，與內地

的旅遊資源充分結合，尤其是不能忘記香港過
去幾年由於連串社會政治事件對旅遊業帶來的
負面影響，吸取教訓，杜絕排外趕客歪風，營
造賓至如歸的良好社會氛圍。

需要強調的是，國家發展正進入一個新時
代，大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是國家
為了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而作出的戰略部
署。大灣區規劃建設對旅遊業來說特別重要。
因為，大灣區範圍廣闊，包含港澳及9個廣東
省城市，這11個城市各有特色，旅遊資源豐
富而多元。粵北粵西優美的自然風貌、廣州深
厚的人文古蹟、澳門獨特的博彩休閒，都是具
有獨特魅力的旅遊資源，如果聯合發展，將可
打造出極為吸引、多彩多姿的旅遊產品和項
目，給予遊客更多選擇，彌補香港空間有限、
新增景點不足等等短板。而香港作為聯繫南中
國與海外的樞紐，應該積極發揮主導，擔任
「一程多站示範核心區」和「國際城市旅遊樞
紐」的角色，增加與大灣區的合作，推進旅遊
產品、旅遊服務和旅遊營銷一體化，吸引海內
外遊客。

總之，香港旅遊界必須抓緊這個歷史機遇，
爭取牽頭整合大灣區各城市的旅遊資源，實現
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促使本港旅遊業邁上一
個新的台階並實現可持續發展。

整合大灣區豐富資源 促本港旅業持續發展
理工大學經過紀律聆訊後作出決定，在鄭松泰的兼

職講師合約於今年6月份屆滿之後，不再與他續約，
理由是鄭松泰侮辱國旗的行為和被法庭定罪，與大學
承諾的優質教育等發展目標不一致。確實，從大學教
育角度看，教師傳道授業、教書育人，是為青年學生
提供優質教育的關鍵，亦是大學良好校譽和校風的最
直接因素。鄭松泰積極參與違法「佔中」活動，在校
園傳播「港獨」思潮，甚至在立法會內公然侮辱國旗
而被判罪，其所作所為，根本不符合一個大學教師的
基本標準。理工大學這項決定，並非鄭松泰所聲稱的
「政治打壓」，而是大學當局端正校風、嚴明校紀以
及回歸大學教育本質的正當之舉，因而得到了香港主
流社會和大多數輿論的點讚及好評。

鄭松泰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資料顯示，他在香港理
工大學社會政策系畢業，當過區議員的助理。後來到
內地修讀北京大學社會學課程，獲得博士學位之後，
被聘為理工大學兼職講師。作為一個大學教師，又是
擁有相當社會地位的立法會議員，本有職責專注教學
並教育學生遵紀守法，為社會發展作出積極貢獻。但
鄭松泰積極參與違法「佔中」活動，還擔任有明顯
「港獨」言行的反對派激進團體「熱血公民」主席，
散播違法「港獨」思潮。他甚至目無法紀，公然在電
視鏡頭前倒插國旗區旗，被法庭判兩項罪名成立，罰
款5千元。

鄭松泰的違法行為，嚴重損害大學教師的形象和所

在大學校譽，亦明顯不利青年學生健康成長。理大根
據大學聘用條件和教職員在任內的行為守則，對鄭松
泰的行為進行紀律聆訊，作出了約滿後不再與鄭續約
的嚴肅處理決定。這一決定，一方面是向外界表明，
大學是教書育人和開展學術研究的場所，不是進行政
治活動的樂園，不允許反對派人士以教師身份在校園
傳播違法的「港獨」思潮，不容許有人煽動學生參與
違法活動；另一方面，理工大學對鄭松泰進行紀律聆
訊並作出裁決，並非所謂的「政治打壓」，而是按照
大學教育規律，根據校規辦事。古語說：「大學之
道，在明明德」，大學教師肩負着作育英才，培養一
代新人的重要職責，其品德是最為重要的。如果其身
不正，品德低下甚至帶頭違法犯罪，不僅誤人子弟，
還會對社會發展造成嚴重損害。

因此，鑒於大學老師的特殊角色，因違法而被法庭
定罪的人士，繼續擔任大學教師顯然是很不適合的。
理工大學的有關決定，正是維護大學聲譽，維護大學
教師為人師表良好形象的必要之舉，因而得到了香港
主流民意的普遍點讚。不少市民表示，理工大學在全
港大學之中開了這個具有先導意義的範例，也值得其
他大學的管理當局借鏡。有市民更表示，看到理工大
學的這個決定，令他們對香港的大學發展回復了信
心，相信其他的大學當局也能夠採取端正校風、維護
學校正常教書及研究秩序的行動，讓學校回歸教育本
質，為香港社會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理大炒鄭松泰正校風 回歸大學教育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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