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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部分市民每日均有機會乘坐升

降機，但近年接連有升降機意外發生，部分更引致人命傷亡。消

息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星期三發表的施政報告會提出用20億至

25億元資助私人樓宇業主，按機電工程署指引改善舊式升降機，

並將交由市建局統籌，預料明年上半年推出。有立法會議員相信

措施可以提高市民對升降機安全的關注。

全港現時有約6.6萬部升降機，當
中逾5萬部舊式升降機未符2007

年最新歐盟安全標準，而機齡超過20
年，甚至50年的，更分別有約3萬部
及3.5千部。有傳媒報道，新一份施政
報告或推出措施資助舊樓業主按照機
電工程署《優化升降機指引》改善舊
式升降機安全。
指引是在2011年推出，指出舊式升
降機普遍需要加裝雙重制動系統、防
止機廂不正常移動裝置、防止機廂向
上超速裝置、現代化機廂門鎖與門刀
及自動拯教裝置。
另外，指引亦建議要在舊式升降機
安裝對講機和閉路電視。

非全額資助 料5000𨋢 受惠
報道指，政府會就計劃撥出20億至

25億元，但政府不會全額資助業主，
有關款項預料可以支付約5,000部舊式
升降機的工程費。計劃預料可於明年
上半年推出，市建局將負責統籌，以
機齡及升降機狀況為審批準則，推行
模式或會參照「樓宇更新大行動2.0」
及「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
身兼深水埗區議員的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鄭泳舜表示，升降機問題不限出
現於舊式單棟樓，一些中小型屋苑同
樣有機會出現問題。
他指深水埗有不少舊樓，大廈可能

因為升降機型號太舊，難以找到零件
等原因而未能及時維修，一旦故障便
可能要停止運作長達半年。

鄭泳舜倡設時間表 分階免價貴
鄭泳舜指，維修升降機的費用昂

貴，加上涉及專業知識，大廈即使有
業主立案法團亦未必可以輕易處理，
歡迎政府提出資助計劃。他並建議政
府可以定出資助時間表，讓不同樓齡
的大廈分階段申請，避免升降機維修
需求突然急增令相關費用大幅上升，
並期望政府可以協助監察，確保工程
的水平，及避免圍標問題發生。

郭偉強冀增市民安全意識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政

府過往以私人資產私人管理的態度處理
舊式升降機問題，但很多舊樓均屬三無

大廈（沒有業主立案法團、居民組織及
管理公司），業主維修意慾相對較
低。」他指有舊樓居民雖然反映平日乘
升降機時會聽到怪聲，知道升降機有老
化問題，但由於舊樓的單位數目一般較
少，即進行維修時每戶需要繳付的金額
較多，加上住戶多為沒有收入的長者，
所以較難進行維修。
郭偉強並指，部分市民對升降機安

全問題認識不足，即使發現升降機出
問題，但只要升降機仍能運作就不維
修，期望計劃可以令市民更關注升降
機安全。

升降機老化問題愈來愈受
關注，機電工程署在今年首6
個月已經接獲5宗因機件故

障而引發的升降機意外報告，當中上水名都5月發生
的一次意外更令一名住戶喪生。
香港今年上半年共接獲5宗因機件故障而引發的

升降機意外，當中最受關注的一宗發生在5月，上水
名都巴黎閣一部升降機在機門開啟的情況下發生非
預定上移事故， 64歲女住戶打算外出買餸，踏入升
降機時腳部被升降機門夾着，但升降機未有停下，
將她扯入升降機槽，她之後嘗試逃脫，卻跌落升降
機井底坑死亡。
機電工程署的調查發現，意外成因為升降機制動

線圈外殼及制動柱塞由於長期缺乏潤滑，使制動柱
塞未能暢順運作，制動墊片亦因而未能完全打開，
導致制動襯片因與制動鼓摩擦而出現過熱情況，加
上俗稱「迫力皮」的制動襯片固定螺絲鬆脫，因而
減低了有效制動面積及制動力，令升降機未能停
下。
另外，荃灣海灣花園今年4月亦發生過一宗嚴重升

降機意外，海灣花園第二座一部升降機接載兩名乘客
到達目的樓層後未有打開門，並繼續向上移動，最終
碰撞到升降機井道頂板才停下，升降機內兩名市民嚴
重受傷，一度要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該屋苑在2014年1月亦曾發生過升降機事故，當

時一部正進行維修的升降機疑失控向上衝，最終撞
到槽頂的石屎天花，幸無人受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工聯會新界西
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及工聯會元朗服務團隊的多
名議員及十多名天水圍居民昨晨到政府總部請
願，他們手持橫額、高叫「公佈街市選址歎慢
板 天水圍人買餸無得揀」、「工程拖延無了
期 居民叫苦捱貴餸」等口號，期望政府盡快
落實天水圍公眾街市選址。
麥美娟表示，她在2012年進入立法會時首
次提出的口頭質詢便是關注增建公眾街市的
問題，在過去多年不斷跟進，包括要求發展
局及相關政策局檢討《香港規劃標準與準
則》。
經過多年爭取，行政長官終在去年發表任內
的首份施政報告時，接納工聯會的建議落實在
東涌、天水圍和洪水橋等新市鎮增建新公眾街
市。
不過麥美娟批評，有關消息公佈至今已一
年，政府仍未進一步公佈有關計劃的時間表和
具體選址，居民只能被迫繼續承受領展壟斷捱
貴餸的苦況。
她補充，天水圍近年有多個新屋邨落成，
人口急增至30萬，但區內只有5個街市，當
中有 4個街市均屬領展及其外判承辦商管
轄，可以說幾乎由霸權所壟斷，她認為只有
打破壟斷才能紓解區內物價不斷飆升的問
題。
她促請特首能在即將公佈的新一份施政報告
中為居民帶來好消息，不要再拖延。

麥美娟倡建綜合樓增車位
麥美娟又建議，政府應在規劃增設公眾街市
時，可考慮以類似大埔墟街市綜合大樓、熟食

中心的形式興建，並一併在有關社區設施內增
建更多停車泊位，既方便居民前往購物，促進
地區經濟發展，吸引人流，亦有助紓解區內停
車泊位不足的問題。
立法會議員兼元朗區議員陸頌雄續說，他經

常收到天水圍居民投訴指，現時區內街市物價
昂貴，難以負擔，他們都寧願跨區到荃灣、元
朗，甚至深圳買餸，期望政府兌現承諾，盡快

落實天水圍公眾街市選址。
元朗區議員姚國威補充，工聯會於今年初

在天水圍區內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在619
份有效問卷中，調查結果發現56.5%居民支
持在現時天暉女童軍用地興建公眾街市；其
次有 38.4%受訪居民支持在天秀墟用地興
建；支持選址在天業路爛地停車場則佔
2.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期
5個月的「土地供應大辯論」已結
束，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
表示，期望最終報告能反映代表
「沉默大多數」的中間意見。他又
指，在不少論壇中，已見到有持強
烈意見的人士由最初寸步不讓地反
對，到最後有條件去接受部分選
項。黃遠輝並強調，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非常清楚，小組最快要在年底
才提交最終諮詢報告，小組早前提
交的初步觀察報告，只陳述市民對
部分選項的正、反意見，相信施政
報告會有適當着墨。

黃遠輝：部分人態度漸軟化
黃遠輝昨日出席電視台節目時

說，5個月的土地供應公眾諮詢期間

收到大量意見，認為撰寫報告有難
度，過往的報道較多涉及激烈意
見，期望報告能反映代表「沉默大
多數」的中間意見。
他又指，不敢說公眾諮詢能收窄

社會分歧，但在不少論壇中，見到
有持特別強烈意見的人士，由寸步
不讓地反對，到有條件例如加大公
營房屋比例等去接受部分選項。
黃遠輝認為，有市民覺得公眾諮

詢無用，是基於質疑政府未必會執
行諮詢結果，重申小組會如實公開
收集到的數據和意見，如果政府能
從善如流，將可改變這些市民的看
法。
另外，黃遠輝昨日接受有線電視

訪問時表示，小組最終報告有機會
交代調整公營房屋比例的取態，但
強調比例非「鐵板一塊」，非每個
發展區都適用。
他又指，若調整比例要小心處

理，因為會影響私人市場租金和樓
價，而即使政府調整公私營房屋比
例至七比三，實際都要等五六年，
才會真正增加到公營房屋供應。
至於有指施政報告會觸及過渡性

房屋，黃遠輝認為是好事、值得
做，可紓緩短期房屋短缺，但不能
夠解決長遠住屋問題，社會仍要聚
焦開發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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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街市選址慢 工聯促快定案 覓地終極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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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昨聯同工聯會元朗服務團隊多名議員及十多名天水圍居民到政府總部
請願，促請特首在本月十日公佈施政報告時交代天水圍街市的選址，並盡快展開有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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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國慶黃金周昨日結束，受高鐵香港段
上月下旬開通、大大便利內地旅客訪港所帶
動，估算今年黃金周內地旅客錄得二至三成
高增幅，丁財兩旺，足見跨境大型基建已成
為推動本港和內地交往的重要力量，對促進
區內人員流動作用十分顯著。政務司司長昨
日發表題為「投資基建 站得高 看得遠」的網
誌，預計本港未來10年基建總投資會超過1
萬億元。本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
市，既需要加強跨境基建連通區內主要城
市，也需要完善本地基建激發經濟社會活
力，如此才能長遠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加速
內地和本港之間的血脈暢通。

高鐵香港段上月23日開通，大大方便了
國慶黃金周來港旅遊的內地旅客。今年訪港
內地旅客同比估計有二至三成的高增幅，很
大原因正是高鐵效應所拉動。10月5日更有
超過8萬人經西九龍站進出境，創下高鐵開
通以來的新高。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
家輝昨日預測今年零售業可錄得雙位數增
幅。

過往本港總有一些人諷刺大型基建為「大
白象」工程，為基建項目設下種種障礙，但
事實勝於雄辯，大型基建給社會帶來的整體
效益有目共睹。諸如高鐵給本港旅遊、零
售、酒店等行業帶來的增量，都不會直接計
算作高鐵本身的收益，但其產生的財富效應
是明顯和巨大的。反過來看，如果沒有大型
基建的拉動，本港的經濟增量根本無從說
起。

本港當前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發展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等重大機遇，這些長遠
的宏大目標的實現，都有賴當前對大型基
建的持續投入，投資未來。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昨日就發表網誌預期，未來5年，香港
每年的整體建造工程量會維持在2500億元
至3000億元的高水平，未來10年政府在基
建的總投資將超過1萬億元。回望過去，網
誌中提及的地鐵、赤鱲角機場等例子，在
投資建設時都受到部分人質疑浪費公帑，
但事後都證實是正確和有遠見的投資。沒
有這些大型基建投資，香港就沒有今天的
成就；香港要有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亦有
賴今天大力投資大型基建。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宏大機遇，要求我
們將整個灣區作為「一盤棋」來考量，香
港要在其中發揮核心城市的作用，便捷、
暢通的貨物和人員流動十分重要，大型跨
境基建正正是促進香港與內地融合的硬件
基礎。繼高鐵香港段之後，預計今年內，
港珠澳大橋、蓮塘/香園圍口岸也會相繼開
通，這些大型基建將令香港與內地之間的
血脈更加暢通，既能產生經濟效益，亦大
大便利港人融入區內，拓闊發展和生活空
間。除了跨境大型基建，本港境內的基建
項目，例如重大的鐵路和公路項目，對促
進經濟發展及改善民生也有着重要作用。
市民期待即將公佈的新一份施政報告，能
夠對跨境和境內大型基建，描繪出令人振
奮的宏偉藍圖。

高鐵效應令人鼓舞 完善基建促進融合
民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昨向香港理工大學負責人

提交請願信，促請理大依法處理學生會「獨」生圍堵辱
罵老師事件。四年前的「佔中」孕育、催生「港獨」
「自決」等極端思潮，本港大學部分學生會被宣揚、煽
動「港獨」的激進學生所把持和騎劫，大學學生會成為
了宣揚「港獨」的政治組織，已完全背離了學生會本來
的功能和性質。本港大學切不可低估放任學生會播
「獨」的危害，應嚴肅處理執迷不悟、堅持播「獨」的
學生會成員；同時切實撥亂反正，恢復大學學生會爭取
學生權益的本來功能，勿讓學生會成為宣「獨」組織。
政府更應加強監察，杜絕大學校園成為播「獨」平台。

此次事件起因是有學生在理大民主牆張貼支持「港
獨」標語，校方為制止「港獨」蔓延而收回部分民主牆
管理權，學生會成員因此圍堵辱罵老師並進而絕食抗
議，至昨晚校方與學生會代表達成共識，學生會同意將
民主牆還原至原來管理模式，兩名絕食學生結束絕食。
理大民主牆事件雖暫告一段落，但大學學生會管理的民
主牆成為播「獨」平台、大學學生會被騎劫成播「獨」
政治組織的嚴峻現實，必須認真面對、嚴肅處理，不可
輕輕放過，切不可低估學生會為「港獨」分子騎劫所造
成的深遠危害。正如「保衛香港運動」負責人所言，市
民並不想見到有分裂國家的思潮進入校園，理工校園是
香港納稅人交予學校管理層管理，學生會支持宣揚「港
獨」會破壞大學學術自由。

大學學生會組織，本是學校和學生之間聯繫溝通的橋
樑和紐帶，是為學生爭取權益、謀取福祉、提倡學生自
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學習的自治組織。本港的大學
學生會更擁有由校方撥給的會址和活動場地，學生會對
大學發展有影響力。但自違法「佔中」後，本港大學的
學生會漸被激進學生把持，成為了肆無忌憚宣揚「港

獨」的平台。2016年港大開學禮時，時任香港大學學
生會會長孫曉嵐致辭時聲稱「香港並非中國，在校園內
討論『港獨』不應成禁忌」。去年，中大有人趁開學日
在校園多處地方懸掛多幅「香港獨立」標語，引發其他
大學民主牆出現「港獨」標語。今年7月政府擬依法禁
止「香港民族黨」運作，8所大學的學生會和專上學生
聯會發聲明反對。今年9月，中文大學、教育大學、浸
會大學等多間大學的新學年開學禮上，學生會負責人在
致辭中故意提及甚至宣揚「港獨」理念。這一切顯示被
「港獨」思潮洗腦的學生騎劫大學學生會的情況已非常
嚴重，若不正視解決，大學恐成為「港獨」分子播
「獨」的固定平台。

此次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部分學生強行衝入學校辦公
樓，涉嫌辱罵、非法禁錮校領導，這是此前港大學生會
禁錮時任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
以粗口辱罵教職員暴行的延續，顯示若對部分大學學生
會成員執迷不悟、不思悔改的播「獨」言行不嚴肅處
理，會令衝擊、破壞香港憲制和法治秩序的暴行愈演愈
烈，大學管理當局對此必須嚴肅正視、果斷處理。

中央和特區政府依法嚴厲遏止「港獨」，保安局宣
佈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後，國務院港澳辦發
表聲明重申，任何宣揚「港獨」的組織，無論其規
模、影響大小，是否採取暴力或武力方式，其活動的
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都是十分嚴重的，都是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對此必須採取零容忍的態度。目前本港
部分大學學生會已被激進「港獨」分子騎劫為播
「獨」政治組織，挑戰「一國兩制」底線，衝擊香港
憲制秩序。大學和特區政府應嚴肅處理大學學生會播
「獨」行為，改革大學學生會，恢復大學學生會為學
生權益謀福祉的本來功能。

採取果斷措施 遏止學生會變播「獨」政治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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