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獨立委會徹查「短筋」
前終院法官任主席 集中處理紅磡站月台疑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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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事故又添醜聞
楊小姐：港鐵近年已不
時壞車，現在紅磡站發生
的剪短鋼筋事件涉及行車
安全，更不能接受，但未
來迫於無奈也要乘搭，希
望獨立委員會能作出公正
調查。

查出真相乘車心安
梁小姐：月台鋼筋被剪
短，令人擔心將來沙中線
通車後安全有問題，因此
支持政府設獨立委員會進
行調查，讓大家可以知道
事件全部真相，將來乘車
也較安心。

損害香港工程聲譽
曾先生：我由福建來港
上學，香港的工程質量一
向給人感覺十分嚴格，可
是今次竟出現問題，實在
有點意外，相信事件會令
香港形象受損，期望委員
會有專家參與調查。

質量問題盡快解決
馮先生：港鐵經常發生
事故，已令不少市民信心
大失，但大家仍需要乘
搭，今次政府成立委員會
進行事件調查，希望所有
人均說出事實，並盡快解
決工程質量問題。

林鄭月娥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主動提
到，紅磡站月台鋼筋工程出現問題事

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政府高度重視，
已承諾會嚴肅跟進。由於事件涉及公眾安
全，她決定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即香
港法例第八十六章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
進行獨立和全面調查。
她續說，根據條例，委員會須由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委任，其組成和職權範圍
亦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故政
府會盡快就成立委員會事宜向行政會議匯
報及獲其通過。現階段政府正草擬委員會
的職權範圍，及決定委員會有多少名委員
及由哪位人士出任等。
惟林鄭月娥表明，委員會的調查工作會
集中處理紅磡站月台鋼筋工程問題，必須

找出事件原因及受影響範圍，例如有多少
條鋼筋受影響及月台的安全性如何，同時
亦會因應問題檢討港鐵公司工程的監管制
度和政府監管鐵路工程的機制，從而提出
建議，保障工程質量和安全。
她並透露，得到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馬道立協助，政府在很短時間已物色到夏
正民擔任委員會主席，她前日亦已與夏正
民會面。夏正民非常熟悉鐵路工程事宜，
她認為會對協助委員會的工作進度有很大
幫助。

6個月內提交報告
為釋除公眾疑慮和保障工程質量安全，

及考慮沙中線的預計開通日期，林鄭月娥
表示，希望委員會能在正式展開工作後6

個月內提交報告，盡快查明真相。
被問及委員會會否一併討論土瓜灣站牆

身問題，林鄭月娥指據初步掌握，其情況
與紅磡站鋼筋工程完全不同，如委員會再
去處理，會令委員會失焦，故希望聚焦在
紅磡站鋼筋工程上。不過她強調，這不等
於政府不重視其他車站的問題，運房局和
路政署一定會同樣地嚴肅跟進。

若不安全 絕不可開通
她又不認為今次政府反應過慢，指今次

事件政府不足兩星期已決定成立委員會並
物色到主席，相對於上兩次南丫海難和公
屋食水含鉛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今次進入調查工作的速度，一點也不比
這兩次慢。」

至於事件會否影響沙中線開通，林鄭月娥
認為現時言之尚早，政府定會監察有關工
作，並指在符合工程要求下，看不到工程需
要全面停頓，但最終能否開通，完全決定於
紅磡站是否安全。她強調，如果紅磡站不安
全，便一定不可以開通，「這個安全亦不是
說開通那天安全，是要持續地安全。」

讚馬時亨勞心勞力
被問到港鐵主席馬時亨的表現，林鄭月

娥形容，馬時亨過去3年領導港鐵勞心勞
力，但在此事上，她曾向馬時亨說，可能
作為主席都未必能完全掌握某項工程的實
在情況，故在解說方面未必能讓大家安心
或滿意。不過，無論如何，政府將進行一
個全面獨立的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港鐵沙中線紅磡站月台鋼筋被剪短事件仍有不少疑

團未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宣佈，將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調查事件，並盡快

就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組成等細節，向行政會議匯報及尋求批准。她指出，政府已物

色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夏正民出任委員會主席，期望委員會可在展開工作後6個月

內向政府提交報告。她強調，如果紅磡站不安全，就一定不可以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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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工程出現問題原因

●有多少條鋼筋受影響

●月台的安全性如何

●檢討港鐵公司工程監管制度

●檢討政府監管鐵路工程的機制

●提出建議保障工程質量和安全

委員會職責委員會職責

政府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沙中線紅

磡站「短筋」事件，並宣佈由前終
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夏正民負責調
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指出，
夏正民對香港鐵路監管事宜並不陌
生，因他在2014年曾擔任跟進廣深
港高鐵 (香港段) 延誤而成立的獨立
專家小組主席。

夏正民當年用了6個月時間調查
高鐵工程延誤，最終報告狠批路政
署監管港鐵不力、無視獨立顧問警
告、又向運輸及房屋局隱瞞延誤和
超支問題。港鐵亦被批評匯報混亂
及蓄意隱瞞，令政府被蒙在鼓裡。
現年73歲的夏正民於1983年移

居香港，歷任律政署檢察官、高級
檢察官、副首席檢察官。1991年離
開政府加入司法機構，出任地方法
院法官，1998年任高等法院原訟法
庭法官，2008年任高等法院上訴法
庭法官。2012年7月退休，留任終
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至2016年8月。

夏正民以往曾處理多
宗司法覆核案件，包括裁
定21歲以下男男肛交條
例是剝奪同性戀者權利、
《電訊條例》第三十三條
違憲及灣仔臨時填海工程
違法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繼紅
磡站發生鋼筋被剪短事件，港鐵沙中線
土瓜灣站又懷疑出現「削筋」事故。運
輸及房屋局和路政署對港鐵未能及時通
報有關事故表達不滿，又對港鐵未能發
現問題表示失望及不能接受。路政署已
要求港鐵於一周內（即本月18日下周
一前）就事故提交報告，詳細說明導致
事故原因及修復方案。
就土瓜灣站一幅混凝土牆未有依照圖

則完成部分工程，路政署昨晚發稿指
出，運房局和路政署對事件十分關注，
路政署於本月5日得悉事件後，已於當
日及本月7日要求港鐵就有關事件提供
相關資料，運房局亦要求港鐵盡快提供
事件詳情。

路署不滿港鐵未及時通報
根據港鐵於本月8日向路政署提供的

書面回覆，指土瓜灣站月台近樓梯的混
凝土牆，承建商未有依照圖則進行部分
工程。港鐵表示，已要求承建商作出交
代和盡快糾正，並提供跟進及補救方案
予港鐵審視。但港鐵的回覆並未提供包
括問題牆身的範圍、導致事故的原因、
工程監管的情況及對結構的影響等資
料。
路政署指出，該署於本月11日再次

去信港鐵，就其未能及時通報事故表達
不滿，並就其未能在監督工程的過程中
發現問題表示失望及不能接受。路政署
已要求港鐵於一星期內提交報告，詳細
說明導致事故原因及修復方案。

土瓜灣站「削筋」
限周內交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政府宣佈
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港鐵沙中線紅磡站
鋼筋被剪短事故，立法會各黨派議員均
表示歡迎，並相信委員會可行使其權
力，傳召相關人士作供，以便作出更深
入調查。

陳恒鑌：有助業界保障質量
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對政府順應民意、就
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表示歡迎，亦
認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所言，調查工作
包括檢討港鐵的監管制度及政府規管工
程的機制，以保障質量及安全。
陳恒鑌解釋，此舉將有助業界及政府

重整現行的監督工序，相信透過檢討結
果和建議，有助保障和提升工程質量。

民建聯期望委員會盡快展開工作，令事
件早日水落石出。

陸頌雄：任命主席人選合適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亦歡迎政府

決定，認為由曾領導獨立專家小組檢視
高鐵工程延誤問題的前終審法院非常任
法官夏正民擔任委員會主席很合適，因
夏正民既有經驗又有公信力。
他質疑紅磡站鋼筋問題只屬冰山一

角，沙中線其他工程也可能出現偷工減
料情況，建議委員會全面檢視整個沙中
線項目從招標到施工的過程，研究路政
署和顧問公司的責任，並設懲處機制。

田北辰：先聚焦紅磡站工程
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

「實政圓桌」議員田北辰認為，委員會
應調查政府在事件中是否失職，若將責
任完全推諉港鐵並不合理。他指調查應
有傳召權及司法權，並分為兩個階段，
首階段聚焦調查紅磡站工程，其後再調
查整體施工及監管制度。
他續說，除紅磡站工程外，北面隧道

亦有同類型事件發生，當中涉及同一承
建商禮頓。他認為愈來愈多涉及工程問
題的事件發生，委員會可一併跟進。

盧偉國：結構須達荷載要求
經民聯主席、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

國支持政府的決定，希望委員會能如期
在6個月內完成調查，得出有建設性的建
議。至於土瓜灣站的工程問題，他認為
兩個工程的狀況並不相同，不應混為一

談。他並認為，委員會應包括獨立、專
業的工程師作為成員，此舉對調查有實
質幫助，而工程中鋼筋及石屎結構要經
過計算，需互相配合才能達到荷載要
求，相信港鐵正在研究。

謝偉銓：檢討工程監管制度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

法會議員謝偉銓亦歡迎有關決定，認
為政府是港鐵最大股東，在事件上責
無旁貸，夏正民有領導獨立專家小組
檢視高鐵工程延誤的經驗，是擔任委
員會主席的合適人選。
他表示，6個月的調查時間緊迫，委

員會未必要一併調查土瓜灣站結構牆
問題，可以紅磡站作試點，檢討整個
沙中線工程的監管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對
於政府宣佈成立委員會調查沙中線紅
磡站月台鋼筋工程，港鐵公司董事局
表示歡迎，已要求管理層全面配合委
員會的調查工作，港鐵本周向政府提
交的報告，亦會提供予委員會用作調
查。工程分判商中科興業公司同樣歡
迎政府決定，表明會積極配合委員會
的工作，又指受涉事公司壓制及脅迫
近3年，希望委員會查明真相。
港鐵昨日發新聞稿表示，因應政府
早前要求，港鐵會於本星期內向政府
提交有關紅磡站擴建工程月台層板鋼
筋扎鐵工序詳情之報告，報告內容會
公開，亦會提供予政府所設的委員會
作調查工作之用。
港鐵續指，過去曾成功完成多個鐵
路項目，工程質量和安全一直是首要
考慮。為釋除公眾疑慮及加強公眾對
工程的信心，港鐵已委任獨立顧問為
涉事之月台層板進行安全測試，倘若
日後委員會在調查報告中，發現有任
何違規之處，港鐵定必嚴正依法處理
和跟進。

中科興業：無懼出席聆訊
負責紅磡站石屎工程的分判商中科興業發新聞
稿指出，事件已纏繞該公司近3年，委員會將按
《香港法例第八十六章》，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成立，並賦予指示及權力，屆時工作範圍將
更清晰，有利於釐清全部事實及對存在的問題作
適度檢討。
惟中科強調，委員會根據法例，雖可有條件地解

除該公司與總承建商禮頓在保密協議所受的管束，
但這並不等於可自由地公開發表受管束的資料。
中科表明，如要出席聆訊，不會擔憂亦無所畏
懼，該公司已承受涉事公司採取的壓制及脅逼近3
年，相信社會及建築界的良知和對真理的持平。
中科又澄清，該公司是於今年3月20日看到報
道，才知悉相同事態的北面隧道已危險到要進行
局部拆卸和重建，至5月28日收到傳媒查詢時才
得悉被捲入事件，公司已盡力在可行範圍內向業
界解釋。

政府順應民意 議員咸表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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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宣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政府宣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將集中調查港鐵沙中線紅磡將集中調查港鐵沙中線紅磡
站月台鋼筋被剪短事件站月台鋼筋被剪短事件。。圖為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地盤圖為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地盤。。

■■林鄭月娥昨林鄭月娥昨
日宣佈日宣佈，，成立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獨立調查委員
會調查沙中線會調查沙中線
紅磡站鋼筋被紅磡站鋼筋被
剪短事件剪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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