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中線紅磡站擴建工
程獨立調查委員會早前
在網站公開各方委任的
獨立結構工程專家報
告。
路政署亦陸續公佈紅

磡站開鑿混凝土的最新
檢測結果，截至昨日再
發現有3支鋼筋扭入螺絲

帽後長度不達標，至今已累積檢
測102支鋼筋，當中有35支未達
標，不達標鋼筋比例約34.3%。
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

示，以目前情況看來，認為沙中
線紅磡站月台需拆卸重建的機會
「好微」，估計會以加固處理。

次階段檢測 3支不達標
路政署昨日公佈有關沙中線

紅磡站擴建工程部分全面評估
策略第二階段開鑿混凝土檢測
的 最 新 結 果 （ 截 至 1 月 21
日），涉及10支鋼筋，當中有
3支鋼筋螺絲頭扭入螺絲帽的長
度不達標，長度分別為20.86毫
米、35.17 毫米及 35.83 毫米，
位於東西走廊C3區月台層板近
西面連續牆底部。
路政署又在東西走廊C2區月

台層板近西面連續牆底部、東西
走廊C3區月台層板近東面連續
牆底部及南北走廊C3區月台層
板近西面連續牆頂部，分別發現
一條疑似止水帶在混凝土內，詳
情有待進一步查證。
根據螺絲帽供應商的資料，正

確安裝螺絲頭的準則為螺絲頭最
多外露兩個扭紋，以及扭入螺絲
帽的長度至少需要有40毫米，而
測試容許的量度差距為3毫米，
扭入螺絲帽的長度少於37毫米會
視作不達標。
至今已檢測不達標的35支鋼

筋，當中有29支扭入螺絲帽多於
30毫米，只有6支少於30毫米。
田北辰指，目前不合格鋼筋，

大多數扭入螺絲帽多於30毫米，
較貼近扭入螺絲帽37毫米的標
準，只有少數少於30毫米，分佈
於不同地方。
他指以目前情況看來，沙中線

紅磡站月台需拆卸重建的機會很
小，估計會以加固處理。
他指，即使全部鋼筋只扭入36

毫米，好過有40%鋼筋不合格但
只扭入0毫米至10毫米，「咁就
大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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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錢昨派表 半天已拎晒
部分派發點多人捧場 有市民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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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書

召開「2018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2019年2月19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5時正
地點：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12號

威力工業中心2樓X室
議程：1) 2018年會務報告

2) 上年度核數報告
按本會章程第15條規定，本會對會

員之「通告書」刊出之日，便作已經送達
有關會員，敬請全體會員依時出席為荷。

此致
全體會員

香港工商總會
2019年1月22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消息
指，房委會擬為四個將於今年3月至6月
落成的公共屋邨釐定租金，涉及觀塘秀
茂坪邨、荔枝角麗翠邨、火炭駿洋邨和
上水寶石湖邨，合共7,626個單位。租
金連差餉由850元至3,130元不等，每平
方米租金平均為60.6元至85.5元。有
56%單位每月租金為2,500元或以下。

以地區最高租金水平定月租
四個公共屋邨暫定於今年3月至6月

期間落成，11幢大廈合共提供7,626個
單位。消息指，當局建議以所屬地區的
最高租金水平釐定四個屋邨的租金，位
於市區的觀塘秀茂坪邨及荔枝角麗翠
邨，每平方米月租為85.5元，提供322
單位的秀茂坪邨單位，租金由1,210元

至3,130元不
等；麗翠邨
1,314 個 單
位，租金介
乎1,220元至
3,060元。
另外兩個

新屋邨火炭
駿洋邨和上
水 寶 石 湖
邨，每平方
米月租分別
為 82.7 元和
60.6元。火炭駿洋邨4,846的單位，月租
由1,160元至2,980元不等；至於寶石湖
邨1,144個單位，月租則介乎850元至
2,170元。

消息指，在此租金水平下，有56%單
位每月租金為2,500元或以下，而新屋
邨的平均推算營運成本，包括差餉、管
理費、維修保養、成本和折舊等，每月

每平方米約為114元；單位全數租出
後，每年會帶來1.93億元，扣除約2.76
億元的營運成本，預計每年赤字約為
8,330萬元。

四個屋邨租金及數量
屋邨 一/二人單位 二/三人單位 三/四人單位 四/五人單位 單位總數(個)

秀茂坪邨 1,210元 1,850元 2,580元 3,110元-3,130元 322

麗翠邨 1,220元 1,870元 2,640元 3,060元 1,314

駿洋邨 1,160元 1,770元 2,520元 2,910元-2,980元 4,846

寶石湖邨 850元 1,300元 1,830元 2,120元-2,170元 1,144

單位總數(個) 1,278 2,257 2,169 1,922 7,626

資料來源：消息人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鑑於部分航班的使用率偏
低，運輸署建議調整現行「北
角－觀塘(途經啟德)」持牌渡
輪服務的航班次數及航行路
線，包括取消周一至周五上下
午各一個，及周六(公眾假期除
外)早上一個途經啟德的來回航
班；部分航班路線則改為往來
北角及觀塘後才到啟德。但有
區議員指出，來往啟德的渡輪
服務進一步削減，將令已淪為
死城的啟德郵輪碼頭的可達性
進一步減低，令已沒有人流的郵輪碼頭
更沒有人流。
運輸署提交觀塘與北區區議會的文件指

出，由於周一至周五途經啟德的航班，及
周六、日和公眾假期早上途經啟德的航班
的乘客量低，營辦商檢討後向運輸署申請
減少班次，及將該渡輪航線由往來北角及
觀塘中間途經啟德，改為往來北角及觀塘
後再到啟德。
有關建議為取消周一至周五上下午各

一個途經啟德的來回航班；周六(公眾假
期除外)取消一個來回航班；及周六、日
與公眾假期上午9時前的航班只會提供來
往北角及觀塘的服務，其餘航班路線則
改為往來北角及觀塘後才到啟德。
運輸署經審視後，同意有關建議能更

配合現時乘客對該航班的服務需求，亦
能為九龍城區市民提供更有效與快捷的
持牌渡輪服務，而有關服務將不會影響
現有收費。運輸署正諮詢地區人士意見
至本月30日前。

顏汶羽：令啟德郵碼更無人流
觀塘區議員、海濱事務委員會委員顏

汶羽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往來
啟德的渡輪服務進一步削減，將令已淪
為死城的啟德郵輪碼頭的可達性進一步
減低，令已沒有人流的郵輪碼頭更沒有
人流。他促請政府保留原有渡輪的服務
班次，若有乘客在啟德上落才泊岸，既
能保持服務水平，亦能增加效率。
他並希望政府增加更多交通工具連繫

郵輪碼頭及啟動，讓海濱活動更多元。

關愛共享計劃2月1日起至4月30日
正式接受申請。市民昨日起可以從

「關愛共享計劃」的網站下載表格，亦
可以在民政事務總署各區的民政諮詢中
心索取，填妥的表格必須要連同身份證
副本、提交申請日期前住址證明副本，
以及申請人銀行戶口的存摺首頁或月結
單副本，郵寄到旺角郵政信箱2600號，
或投遞到全港31個投遞箱。

表格3部曲 唔齊冇得拎
表格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需
填寫申領人的基本資料，包括姓名、身
份證號碼、收款銀行戶口、地址及流動
電話號碼。

收款銀行戶口的持有人必須為申領
人，而流動電話號碼必須可接收短訊，
以接收申請的通知。
申請表第二部分需核實申領資格，申
請人需確認自己附合申領資格，包括年
滿18歲、持香港身份證、通常居住在香
港，以及沒有受惠於2018-19年度預算案
的綜援、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或傷殘
津貼「雙糧」。然後剔選自己是否沒有
物業，在17/18年度退稅和退差餉是否少
於4,000元。
第三部分為申請人聲明，申請人需要

簽署確認申請表內填報的資料、所作的
任何陳述和提交的證明文件，均屬真
實、完整和準確。
申請表並要求申請者同意在職家庭津

貼辦事處可向稅務局、差餉物業估價署

等部門查詢申請人資料，如故意作出虛
假陳述、虛報或隱瞞任何資料以騙取款
額屬刑事罪行，除可導致申請人喪失領
取款額的資格外，亦可能根據《盜竊罪
條例》被判處監禁最高14年。

設上訴機制 4周內可上訴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收到申請後，會
以流動電話短訊或郵寄方式向申請人發
出申請確認通知。在完成處理申請後，
申請人會收到申請結果通知，而款額會
透過銀行賬戶發放。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設有上訴機制，

職津處提醒，如申請人不滿申請結果，
並能提供充分理據，可於「申請結果通
知書」發出後4星期內，以書面提出上
訴。

自從政府向數碼港
注資1億元支持本地
電競產業的發展，電
競概念在本港快速萌
芽。署理創新及科技

局局長鍾偉强昨日發表一篇題為「加速
發展本港電競產業」的網誌，指愈多國
際級電競賽事及活動在本港舉行，愈能
進一步推動本港電競產業鏈的蓬勃發
展。他表示，特區政府積極從多方面支
援電競產業的發展，包括於今年上半年
推出「電競實習支援計劃」。
他表明看好電競產業發展的前景，希
望大眾共同努力一起打造創新科技帶來
的電競產業。

電競產業鏈獲社會多方支持
鍾偉强指出，有關遊戲開發、科技應

用、電競賽事推廣、籌辦和直播比賽、
直播分析評述，以至選手培訓等一系列
電競產業鏈帶來的發展與商機，均獲得
社會及業界的密切注目、多方支持與正
面響應；商業機構，地區及青年團體如
賽馬會、少年警訊等都舉辦了多項電競
活動及賽事。
他續說，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及香

港青年協會持續進修中心亦分別推出電
競科學的兼讀制文憑課程和電競營運管
理證書課程；電腦節去年更聯同香港電
競音樂節打造大型電競賽事及體驗專
區，當中見到很多家長和小朋友一起參
與電競體驗更令他印象特別深刻。
鍾偉强表示，他曾於去年8月印尼亞

運與業界和世界各地的電競同業交流分
享香港推動電競產業的政策與契機，當
時有許多國際及國內知名的電競遊戲開
發商、版權持有者和電競賽事籌辦商均

表示有興趣到香港發展，而香港準備打造的國際
電競賽場地正是一個主要的吸引點。

港具吸引國際賽誘因
他指出，數碼港配備所需的專業器材及網絡設
施、可容納500名至800名觀眾的電競專屬場
地，加上香港本身有製作及管理大型國際賽事專
業與豐富的經驗，將能吸引一些知名或具規模的
國際電競賽事到香港舉行。
除了賽事及活動以外，他指特區政府亦積極從
多方面支援電競產業的發展，其中數碼港於其下
的培育計劃及創意微型基金設立特別名額予從事
電競與數碼娛樂範疇的初創者和公司，同時亦計
劃引進更多電競界別的專業投資者，協助初創企
業獲得更多的專家指導及融資機會。
另一方面，「電競實習支援計劃」將於今年上
半年推出，為電競業僱主聘用的最多3個實習人
員每人提供長達一年、每個月最多7,500元的資
助，協助培育業界人才。
數碼港亦將推出「電競行業支援計劃」，為業
界團體於數碼港以外舉辦的電競活動提供最多港
幣50萬元的資助，以及可出資一半支援業界參
與電競行業展覽會及境外交流團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申

領「關愛共享計劃」4,000元的

申請表昨日開始派發，2月1日起

接受申請。市民可從「關愛共享

計劃」的網站下載申請表，或到

民政事務總署各區的民政諮詢中

心索取。昨日部分派發點有不少

市民輪候索取表格，到下午已派

完，有市民撲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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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往啟碼渡輪班次擬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農曆新年將至，工聯會昨日舉辦
「金豬報喜團年宴」，關懷全港
獨居長者。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
表示，現時政府每天開支有20%
投放在長者身上，形容數目不
小，顯示出政府重視長者的福
祉。
「關懷全港獨居長者 與您共
晉團年宴」在2013年首次舉辦，
至今年已是第七年，連同今年共
宴請10,500位長者共晉團年飯。
工聯會表示，農曆新年是中國傳
統的節日，希望可以藉着舉辦團
年宴讓長者走出社區，與年輕人
交流，推動長幼共融、互相關
心，讓他們表達對社會的訴求和

看法。
工聯會同時邀請了兩間中學的

學生參與，讓年輕一代多了解長
者的需要，認識到香港今天得來
不易的輝煌成就，全靠在座長者
年輕時默默耕耘，為社會貢獻良
多，應獲得關懷及照顧。

政府每天20%開支助「老友」
主禮嘉賓、署理行政長官張建

宗表示，沒有長者的努力香港就
沒有今天的成就，香港便不會是
一個國際大城市。他指出，現時
政府每天開支有20%投放在長者
身上，形容數目不小，顯示政府
重視長者的福祉。
張建宗指出，2月1日開始起，

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和綜援等
社會福利，津助額均會上調
2.8%。有48萬長者領取的高額長
者生活津貼將會增至3,585元，增
加100元；有6萬名長者領取的普
通額的長者生活津貼，亦會由現
在每月2,600元增至2,675元；生
果金亦會增加40元。
張建宗並提醒長者，氣溫會下

跌至約12度，雖然現時的流感主
要是受感染兒童，對長者的影響
相對不算太嚴重，但為安全起
見，提醒長者注射流感疫苗。
他指出，65歲以上長者在任何
醫管局轄下的診所，均可免費注
射流感疫苗，私家醫生亦大部分
是免費。

田北辰料紅磡站加固不重建

工聯團年宴敬老 7年惠逾萬人

■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昨晚出席工聯會舉辦的「關懷全港獨居
長者 金豬報喜團年宴」向長者問好。

■■市民踴躍前往灣仔民政諮詢中心領取市民踴躍前往灣仔民政諮詢中心領取「「關愛共享計劃關愛共享計劃」」申請表格申請表格。。 中通社中通社

■運輸署擬調整現行「北角－觀塘(途經啟德)」持
牌渡輪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