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員迎「殺街」：遲來的春天
促政府藝發局西九牽頭 設藝術表演區安置表演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旺角西洋

菜南街行人專用區噪音問題備受區內居民

關注，運輸署日前落實於下月4日取消行人

專用區，油尖旺區議會昨日開會討論有關

安排。運輸署代表指出，將根據法例刊

憲，移除行人專用區的交通標誌及調整交

通燈號。有區議員形容「殺街」是「重光

紀念日」及「遲來的春天」，並建議特區

政府、藝發局及西九管理局牽頭，在西九

文化區設立「藝術表演區」安置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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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油尖旺區
議會昨日開會討論終止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
專用區前，由近20名西洋菜南街的表演者
及檔主組成的「旺角街頭文化協會」籌委會
請願，希望區議會及運輸署延後決定，給予
表演者機會自律規管噪音及阻街問題。
「旺角街頭文化協會」昨日在區議會大
會開始前向油尖旺區議會和運輸署代表遞
交請願信，協會幹事吳志輝就過去為居民
帶來噪音致歉，希望區議會及運輸署能夠
延後取消行人專用區的決定，給予機會自
律護街。
吳志輝稱，協會成員會在行人專用區時段

自律規管，將噪音按政府標準控制在85分
貝以下；遮蓋喇叭，減低噪音對區內住客的
影響；規劃檔位位置和佔用面積，以避免阻
街。
他聲言，若正式落實「殺街」，表演者將

四散至其他地區，更難規管，建議提供地方
將表演者集中統一規管。
吳志輝又稱，區議會於5月底通過「殺

街」後，運輸署原先表示會有4個月時間研
究，即應9月才落實「殺街」詳情，但最新
文件卻表明下月4日「殺街」，對此感到震
驚及遺憾，要求署方於9月才決定有關安
排。

持續18年的旺角西洋菜南
街行人專用區，已成為香港
獨具特色的音樂匯聚地，卻
因緊靠民居與店舖，對當區
居民造成長年不斷的噪音滋
擾。政府決定8月4日起「殺
街」，恢復全日行車，本月
29日將成為該批街頭音樂家

們最後的表演日。有表演者對終
止行人專用區感到遺憾，會再找
地方表演。
居於佐敦的牛女士表示，她過

去曾於行人專用區聽歌和跳舞，
近兩年更加入歌手行列，認為行
人專用區帶給市民歡樂，是不少
退休人士放鬆的地方，也是大眾
文化的源頭，「不少人專程前
來，變相帶旺這區。」
她指出，旺角行人專用區的檔

口過於密集，若政府能規管檔口
距離，相信可減少噪音。
風水師張先生表示，他在行人

專用區並非為錢，而是要透過向

人贈言積德行善。他指「殺街」
雖對他本人影響不大，但對街頭
文化是一種滅絕，也令他無法繼
續在街頭傳承「風水」這項國
粹。
在旺角街頭唱歌6年的新天地民

族歌舞團團長兼主唱喻米英昨日在
一個節目上表示，香港人的生活緊
張而苦悶，除了上班便是睡覺，難
得有這塊傳承藝術的地方，年輕藝
術家可表演才華，年長市民也有欣
賞藝術和社交的場所，認為「殺
街」決定不僅是表演者的損失，亦
是全香港人的損失。她已向西九管
理局申請了表演牌，希望將來在西
九繼續表演。

盼政府助街演持續發展
旺角羅文歌舞團團員程程於外

國深造音樂回港後，在旺角唱歌
約半年。她指香港難得有一塊街
頭音樂表演的場所，但規劃不周
導致影響民居的問題，「『殺

街』不是問題，問題是政府應該
考慮，如何讓香港的街頭表演藝
術持續發展，不能『一刀切』取
消了事。」
兩位街頭音樂家於節目中現場

清唱，表達對「殺街」遺憾之
情。喻米英唱的是《東方之
珠》：「東方之珠，我的愛人，
你的風采是否浪漫依然……」
程程選唱的是《浪子心聲》：

「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
強求，雷聲風雨打，何用多驚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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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前日向區議會提交最新文件，落實於下月4
日取消旺角行人專用區，區議會昨日開會討論

「殺街」安排。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於會前表
示，議會早前已就「殺街」安排有清晰決定，昨日的
會議只是就運輸署提供的數字再作討論。他認為現時
本港已有足夠表演空間，如西九表演場所可供演出。
運輸署總工程師伍志偉在會上表示，5月及6月
西洋菜南街於周末繁忙時段的行人高峰流量，每小
時約為10,700人次至14,800人次，較2014年減少
約19%至24%；車流方面，5月平日晚上繁忙時段
駛經西洋菜南街的車輛，平均每小時只有約85架
次至104架次。

將移除交通標誌調整燈號
他續說，現時西洋菜南街兩旁行人路有足夠空間
容許人流合理流動，道路亦有充足容量，認為回復
全時間行車並無問題，政府部門經討論後亦不反對
做法，因此運輸署將根據法例將有關決定刊憲，之
後會將行人專用區的相關交通標誌移除、調整交通
燈號等，以期於下月4日落實取消行人專用區。
區議會副主席黃舒明形容，旺角行人專用區是

「18年的教訓」，批評政府當初未有完善規劃下設
立行人專用區是「死路一條」，政府其後亦應管不
管、置若罔聞。
她指上次會議已有區議員關注如何安置表演者，希
望政府、藝發局及西九管理局一同牽頭，拿出氣魄處
理問題，不要在「殺街」之後讓問題不了了之。
區議員陳少棠形容行人專用區噪音問題是「18
年抗戰」，更指「殺街」猶如「重光紀念日」，對
運輸署快速作決定表示讚賞，區議員仇振輝更形容
是「遲來的春天」。
他續稱，運輸署透過民政事務處向大廈法團、業
委會、管理處或個別住戶、商戶等進行地區諮詢，
結果顯示約97%受訪者支持終止行人專用區，反映
「殺街」有理。他關注「殺街」後如何安置表演
者，建議政府應設立「藝術表演區」，又認為西九
文化區是適合的位置。

涂謹申指表演者太遲致歉
在上次會議反對「殺街」的民主黨涂謹申亦指，

表演者過去產生嚴重噪音，對住在行人專用區樓上
的居民是折磨，表演者昨日才致歉是太遲，無法取
信於人。
區議員林健文則指出，有電訊傳銷員將易拉架和

檔位放置在行人路上，擔心一旦落實「殺街」，會
令行人路更擠迫，增加行人之間的碰撞，造成安全
問題，促請食環署加強執法。食環署代表回應指，
處理電訊推廣等傳銷檔位涉及不同政府部門職權範
圍，未來會重點打擊擺放易拉架的行為。
油尖旺區議會最終決定於9月會議上，跟進落實取
消行人專用區後的情況，檢討新安排的實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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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以 16票贊
成、1票反對大比數通過終
止旺角行人專用區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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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向油
尖旺區議會
提交文件，
建議在8月
4 日落實終
止旺角行人
專用區

中美貿易戰持續，昨日美國參議院以壓倒性
票數通過一項非約束性的動議，呼籲限制總統
基於國家安全徵收關稅的權力。有關決議雖不
具約束力，但表達美國反對貿易戰的強烈民
意。中美貿易戰，不僅嚴重威脅世界經濟復
甦，更直接對美國多個產業和消費者造成巨大
傷害，令美國民眾未享其利，先受其害。美國
議員作為民選代表，對特朗普發動損人不利己
的貿易戰發出嚴正警告，正是美國民意的體
現。

美國參議院以跨黨派高票通過的決議，反映
了美國反貿易戰的主流民意。美國270多家全
國性和地方性商業組織亦發表聯名信，支持國
會通過立法，限制總統基於國家安全徵收關稅
的權力。有關動議雖無權要求白宮改變徵稅的
做法，但也代表了長期支持自由貿易的共和黨
人，在反對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上邁出第一
步。

事實上，美國消費者和產業界已經開始感受
到貿易戰帶來的劇痛。美國零售聯會副主席弗
倫奇指出，消費者和大眾家庭將面對百物騰
貴。種植大豆的美國農民開始因貿易戰付出高
昂代價。自6月初以來，美國大豆價格累積下
跌18%，刷新10年低位。美國農業部預計，
2018年農業收入將跌至2006年以來最低水
平。目前已有多個世貿成員對美貿易戰採取反
制措施，加劇了美國社會對貿易戰威脅經濟增
長的擔憂。美國商會在7月2日發表聲明指，

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有逾73萬個工作崗位靠
全球貿易支撐，價值2.77億美元出口到中國、
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將受到愈演愈烈的貿
易戰威脅。

不願被特朗普政府拖進衰退的美國商界也打破
沉默，要求美國政府回到談判桌，與中國、歐盟
等協商解決貿易爭端。美國商會最近訪問了434
家在中國營運的美國企業，其中近69%的企業
反對美國採取關稅舉措。調查結果認為，以平等
協商解決面臨的挑戰，對中美建立有益兩國人
民、長期穩健的商業關係，最為重要。

美國製造商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傑‧提莫
森表示，美國產業工人最不想面對的，就是不
斷升級的貿易戰，中美不應互相加徵巨額關
稅，而是應該立即着手制定公平、可執行、基
於規則的雙邊貿易協定。美國農業大州蒙大拿
州家畜飼養者協會執行副主席博德納表示：
「農民們都盼望早日解決糾紛，能夠正常做買
賣。我們需要拓展新的海外市場，而不是製造
障礙。我們希望美中兩國能好好談，爭取早日
找到解決方案。」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接受彭博訪問時呼
籲，希望美國有關官員，進行新一輪雙邊談
判，以解決貿易衝突。距離第二輪2,000億美
元輸美商品加徵關稅實施還有7個星期，面對
國內強大的反貿易戰民意，世界各國一致的反
貿易戰聲音，特朗普政府唯一而且正確的選
擇，就是回到談判桌，以談判解決貿易爭端。

美國民意反貿易戰 向特朗普發出警告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出席本立法年度最後一次答問

會。她總結今屆政府施政，指自己和問責團隊的管
治風格及處事方法，過去一年在立法會取得實在成
效。本屆政府積極作為，與民共議，加強與各界和
不同政黨溝通，務實施政，推出的經濟民生政策符
合香港利益，獲得大多數市民支持。建制派議員以
大局為重，發揮中流砥柱作用，保障施政順利。面
對求和諧、謀發展的主流民意，反對派逢政府必反
的作風亦有所收斂，對施政的阻礙有所減低。希望
下一個立法年度，行政立法關係進一步改善，立法
會應發揮好監督和支持施政的雙重功能，促進香港
良性發展，為市民謀取更大福祉。

特首林鄭月娥上任以來，踐行管治新風格，尊重
立法會的角色和功能，開創每月到立法會答問的先
河，增加行政立法互動溝通的機會，努力爭取議而
有決、決而有行的局面。林鄭月娥上任之初迅速增
加50億元教育撥款、施政報告大手筆投放500億元
推動創科發展，均得到立法會跨黨派的支持。本立
法年度共通過27項政府法案，當中包括一些極具爭
議的法例，如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法案，財委
會至今通過80個工程預算，涉及1,200多億元。這
些得來不易的成績，反映出林鄭月娥主動釋出誠意
和善意，與議員坦誠溝通、增進互信、共同合作的
成效。

林鄭月娥的管治新風格，還體現在能夠審時度
勢，順應社會經濟情況變化，順應民意，讓施政符
合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實際需要，包括將資助房
屋定價與市價脫鈎、落實一手樓空置稅、承諾一定

會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等等，都顯示出施政志不求
易、事不避難，以民為本，急民所急，得到社會廣
泛支持。林鄭月娥和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民望保持較
高水平，有充分民意背書，是政府法案、撥款在立
法會獲得通過的底氣所在。

本立法年度，政府取得不俗的施政成效，建制派
議員的護航功不可沒。建制派主導修改了議事規則
和財委會的會議程序，大大壓縮反對派拉布的空
間，提高了議事效率；立法會主席、財委會主席在
關鍵時刻無懼反對派攻擊，果斷出手剪布，避免了
施政陷入議而不決的困境。同時，建制派議員與政
府達成共識，確立了「先易後難、民生先行」的審
議原則，迅速通過有利民生的撥款，降低社會怨
氣，令人心更趨求穩定求發展，抗拒無休止的政
爭，為政府施政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

政府施政順民意、得人心，立法會、區議會的兩
次補選結果清晰反映本港求穩定、謀發展的民意走
向。在巨大的民意壓力下，反對派有所顧忌，明白
盲目政治化，阻礙經濟民生發展的政策和撥款，事
事與政府作對，等同與民為敵，勢必遭到民意更大
的教訓，因此不敢太過任意妄為拉布、狙擊施政。

行政立法關係有所改善，新一屆政府實現良好開
局，施政逐漸暢順，市民樂觀其成，更期盼下一個
立法年度，雙方再接再厲，政府繼續以有心有力有
承擔的精神，做好政策解釋，善於引導民意，爭取
志同道合，珍惜求同存異；立法會各黨派則應以主
流民意、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實事求是監督、支
持施政，努力推動香港進步、為民謀福。

加強溝通務實施政 促良性發展為民謀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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