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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遲明年中落實 若供應商自行安排「按樽」可申豁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昨日討論玻璃樽徵費計劃。

2018年7月20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葵芳葵翠邨日
前爆出食水含鉛疑雲，民主黨為邨內 8 個單
位檢驗食水後，發現當中 4 個被驗出含鉛量
超標，最高超標近 10 倍。不過，水務署發言
人昨晚表示，該署人員在其中兩個單位抽取
食水樣本檢測，結果顯示有關水樣本的含鉛
量均合乎標準。
民主黨月初接獲葵翠邨綠翠樓住戶投訴，
指單位食水水喉排出白色混濁液體，其後為葵
翠邨綠翠樓及碧翠樓共8個單位驗水後，發現
半數樣本鉛含量超標，其中綠翠樓一個正裝修
單位首次驗水時，更驗出每公升含鉛量為104
微克，較世衛標準10微克超標逾9倍。

環保署助理署長林淑儀表示，會在明年中之前落實徵費，初步估計
每公升容器徵費約 1 元，實際數目會在今年第四季提交附屬法例時
交代；如登記供應商自行安排回收重用玻璃樽，可向環保署申請豁
免徵費。有立法會議員憂慮日後業界需作額外負擔，又擔心收集得
來的玻璃樽重用及回收價值低。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
議，討論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

任計劃的最新進展。林淑儀指出，初步
預計每公升容器徵費約 1 元，預計於明
年中可全面實施。
她指政府已委聘 3 間承辦商日後回收
玻璃並再造，當中轉化成建築材料，期
望首年可回收1.5萬公噸玻璃，3年內每
年回收 5 萬公噸，相當於全港一半的廢
玻璃。

陳克勤憂收回玻璃「無出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表示，原則
上支持計劃，但擔心收回來的玻璃沒有
出路，「因為就算可以用作建築材料，
但如何可令建築商採用？如出口到外
地，其他國家都有自己的廢玻璃可使
用，為何要用香港的廢玻璃？」

:
/




他質疑最終收集回來的玻璃若沒有出
路，最終會送至堆填區。
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回應指出，現
正探討廢玻璃的各種回收出路，例如
將廢玻璃造成環保水泥，或將玻璃打
碎成為玻璃沙，是有很大需求的建築
原料，故不擔心出路，但需要時間安
排。
自由黨議員邵家輝表示，回收產品涉
及物流、倉存、人手等高昂成本，擔心
香港市民會貪方便而將玻璃樽亂丟，憂
慮政府目標減廢率達80%很難做到。
謝展寰回應稱，若私人回收未能滿足
需求，會利用政府回收網絡，即利用公
帑協助回收。

環署已委承辦商港九新界起動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主持「走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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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 餐具先行」運動啟動禮後指出，玻
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的主體法例
已通過，現正進行相關及附屬安排，於
明年逐步落實推展。政府已委聘承辦商
在香港、九龍及新界三個地方起動，配
套相關法規。
他認為，整個計劃能促進香港的循環
經濟，令收到的廢玻璃樽有適當出處，
減少堆填區壓力，亦可轉廢為材，將現
時約不足 10%的玻璃回收率，逐步提升

到更高的比例。
對於立法會財委會日前未能審議政府
提出的 87 億元電費紓緩計劃撥款，需
留待新立法年度處理，黃錦星表示，中
電將於 10 月起實施新一份管制計劃協
議，預料有 70%居住在九龍及新界的家
庭，每月只需多付不足 10 元電費，因
此早期的電費加價壓力相對較少，但他
當然希望議員可盡早批准撥款，讓補貼
金可紓緩市民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港珠澳大橋
的有關工程已踏入收尾及驗收程序，其中香
港口岸包括旅檢大樓及各輔助建築物及設施
大致完工，旅檢大樓的平面圖亦曝光。立法
會文件顯示，大樓主要供旅客使用的樓層，
分別是地面入境大堂及一樓出境大堂，入境
旅客下車後可使用入境櫃位及「e道」辦理手
續，通過海關檢查區及清關後區後，即可離
開大樓到達入境旅客上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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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交立會 平面圖曝光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設施佈局圖。

陳恒鑌促全面驗水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要求水務署全面
驗水，並派出水車為市民提供水源。水務署
昨日安排一輛水車進入綠翠樓對出空地供
水，有居民用膠桶或金屬水煲排隊取水，有
人甚至出動手推車協助。
水務署發言人昨晚表示，因應有報道指葵
翠邨有單位食水樣本被驗出含鉛量超標，水
務署已接觸有關住戶，並在取得其中葵翠邨
碧翠樓兩個住戶同意後，在其單位內抽取食
水樣本檢測，結果顯示有關水樣本 6 小時靜
水樣本的含鉛量均為每公升 2 微克，含鉛量
均不超過每公升10微克，合乎標準。
發言人表示，由於該兩個單位新入伙，已
建議有關用戶連續 3 天每天自行早晚各沖洗
系統一兩次、每次約 15 分鐘。水務署稍後會
再到上述單位抽取食水樣本，檢測水質有否
進一步變化。
發言人並指，該兩個單位的住戶曾自行改
動水管及更換水龍頭，而新的水喉裝置在開始
使用早期會有較高的金屬釋出量，提醒用戶應
徹底沖洗有關水管和裝置，確保食水安全。
水務署表示，正繼續與其餘被指食水含鉛
量超標的單位的住戶聯絡，以安排抽取食水
樣本進行檢測。

大橋旅檢樓地面入一樓出

 
  







水署驗葵翠邨食水 證含鉛量達標

玻璃樽徵費擬每公升 1 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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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文件

早前有報道指旅檢大樓地庫曾出現漏水及
電掣櫃冒煙情況，路政署於本月初曾發出新
聞稿解釋事件，日前再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闡述相關跟進行動。
文件附有旅檢大樓的平面圖，令其設施佈
局曝光。
文件指出，旅檢大樓是為過境旅客提供檢

查及通關服務，主要供旅客使用的樓層，分
別是地面的入境大堂及一樓的出境大堂。出
境及入境大堂設有執法部門如海關、入境事
務處及衛生署等櫃台、海關通道、商店、餐
廳及洗手間等設施。
旅檢大樓兩翼則設有執法部門及管理公司
的辦公室設施。
根據平面圖顯示，旅檢大樓地面層為入境
樓層，旅客入境後，會處於設有入境櫃位及
「e道」的入境檢查區，完成手續後可到海關
檢查區，然後抵達清關後區後，即可離開大
樓到達入境旅客上車區。
旅檢大樓一樓為出境樓層，入口處為出境
檢查區，設有出境櫃位及「e 道」，之後與
入境樓層相似，到達海關檢查區，再到清關
後區，之後經行人天橋前往出境旅客上車
區。
文件指，旅檢大樓及各輔助建築物及設施

已大致完工，現正進行餘下的收尾工程及驗
收程序。路政署會嚴格監督驗收工作，確保
工程質量達到工程合約既定的標準，才可通
過驗收程序。
文件並提到，將進駐香港口岸的不同政府
部門正進行其辦事處內各種不同電子系統及
設備的安裝與測試，及口岸工作人員的培
訓。
特區政府必定會確保工程通過嚴格測試，
確認質量達到要求標準，才會開通使用。
至於漏水事件，文件指路政署於事發後已
要求承建商把未有封好的地下管道盡快封
好，並要求承建商檢查其他管道的密封情
況，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而在最近多次下大雨後，沒有再發現管道
滲水，路政署亦已要求承建商檢查所有冷氣
掣櫃，並進行測試，加強監察是否運作正
常。

尖沙咀計時路標 鼓勵市民多行路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意）運輸署
昨日推出行人導向標示試驗系統，並於尖沙
咀進行首批試驗，旨在鼓勵市民多走路，而
標示板能讓行人更清晰地掌握當前區內不同
的地點和通道，行人可計算自己想要到達的
位置及前往目的地大概所需步行時間。運輸
署工程師吳汝欣表示，試驗系統花了 1 年時
間籌備，選址則挑選行人量較多的位置，暫
定試驗期為3年。

人最鍾意行15分鐘 步行範圍清晰
運輸署高級工程師何勁松表示，在尖沙咀
新推出的試驗系統包括 5 個行人地圖導向標
示板、兩支方向指示柱及 5 個掛壁式方向指
示牌，它們能漸進式地為行人提供步行資
料，5 分鐘及 15 分鐘的步行範圍資料都一清
二楚，而行人心中最願意走路的時間為 15 分
鐘，故可鼓勵市民多走路。
他續說，行人地圖導向標示板和方向指示
柱放置在彌敦道（尖沙咀段）及梳士巴利道
的行人路，現有九龍公園徑行人隧道內的掛
壁式方向指示牌則會被取代。

3D建築物助遊客探索社區
何勁松指出，置於路上的標示板變得更形
象化，不僅是「藍底白字」，而是透過不同
的顏色來指示道路，如黃色代表建築物和綠
色代表草地等，更以 3D圖示標示建築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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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料可吸引行人及遊客按標示板探索尖沙咀
區，藉此鼓勵市民「安步當車」。
對於現今市民和遊客常以手機 Google Map
來尋找地點和規劃路線，何勁松指雖然現時
使用手機普遍，但未能仔細地探索社區附近
其他地方，而且有些遊客目的並非尋求最短
路線，而是想探索社區，「例如由九龍公園
步行至清真寺，過程中亦有不少美景可供欣
賞。」

下月打電話做問卷 唔問 1200 公頃地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將於 8 月推出電話調查，計劃收集 3,000
份有效問卷。有報道引述消息指，問卷初步
擬稿包括 21 條問題，預計需時 15 分鐘才能完
成作答，不會要求受訪者揀選合共 1,200公頃
土地供應。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日前開會討論電話問卷
調查模式。消息指，問卷分七版共 21 條問

題，大部分問題與網上問卷相若，先簡介土
地供應選項內容及提供的短中期和中長期土
地供應量，再詢問受訪者是否揀選該選項，
答案包括「會」、「不會」、「無意見/唔知
道/好難講」和「拒答」，預計受訪者需時15
分鐘才能完成作答。
消息指，電話問卷調查不會要求受訪者揀
選共1,200公頃土地，但有問題會詢問受訪者

他補充，標示板可照顧不同的人需要，如
不常用智能手機的長者，而且手機有時也難
以接收信號，標示板便可派上用場。
吳汝欣表示，標示板的設計參考了國外不
同地方的經驗，然後再添加本港特色的圖
示。她稱試驗計劃共花費 300 萬元，標示板
亦設有二維碼，掃描後可連接運輸署新推出
的「出行易」手機應用程式，進一步了解區
內行人路線及其他交通工具資訊。

有否看過小組的公眾參與活動或展覽內容，
及是否支持開拓更多土地作為土地儲備。
調查亦會要求受訪者提供性別、年齡及所
住地區等資料，以便分析不同背景及屬區人
士所持的意見會否有別。
據悉，小組亦討論問卷調查對象是否涵蓋
手機用戶，原因是近年不少人年輕家庭沒有
固網電話，若不包括手機用戶，會影響調查
的全面性，故小組初步同意將手機號碼納入
調查範圍內，惟佔比目前未有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