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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26 萬公屋申請 平均等 5 年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屋輪候數字持續
高企。房委會昨日公佈，截至去年 12 月底，共有
26.76 萬宗公屋申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
仍維持在 5.5 年高位，繼續落後於「三年上樓」的
目標。公屋聯會表示，雖然平均輪候時間未有繼續
上升，但仍處於歷史高水平，促請政府加快覓地和
撥地增建公營房屋，並且在財政預算案提供資源，
推動更多過渡性房屋。

非長者一人申請逾 11 萬

根據房委會公佈的最新輪候數字，截至去年 12
月底，約有 15.02 萬宗一般公屋申請，非長者一人
申請個案約 11.74 萬宗，合共有 26.76 萬宗，較去年
9月時的26.77萬宗申請減少100宗。
輪候時間方面，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維持在
5.5 年的歷史高位；長者一人申請者輪候時間亦維
持在2.9年。
根據過往數字，1998 年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曾達
6.6 年，翌年再跌至 6 年，其後政府提出 3 年上樓目
標，輪候時間在 2003 年至 2010 年間一度回落至約
兩年，但到了 2011 年開始「火箭式」攀升，到了

去年3月升穿5年，9月底更達至5.5年高位。
公屋聯會表示，雖然平均輪候時間未有繼續上
升，但仍處於歷史高水平，加上未來五年，每年
平均新增供應量約為 1.5 萬間，即使加上平均每年
回收公屋單位約 7,000 間，相信只能勉強抵消一般
申請者的新申請宗數，供求問題仍然處於緊張關
係。
公屋聯會促請政府和房委會加快覓地撥地，增建
公營房屋，並且在財政預算案中積極配合，提供資
源推動更多過渡性房屋的供應，回應基層市民住屋
訴求。

柯創盛促撥私樓熟地建屋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柯創盛表示，雖然今
次公屋輪候數字持平，但依然處於高位，亦偏離
「三年上樓」的目標。他指出，未來五年公屋建屋
全部不達標，預計輪候時間只會延長，要求當局透
過撥用私樓熟地及提升公屋發展密度，以求在短期
可以增加公營房屋單位。他並要求政府加大力度發
展過渡性房屋，以及設立過渡性房屋專
項基金。

擬年中申關愛撥款 資助基層換機或加機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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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保僑：遲到好過無到

根據政府委託顧問公司調查，截至
2017 年底，逾 220 萬香港住戶已經

■邱騰華
邱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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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宣佈將全面取消模擬電視廣
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收看數碼電視廣播，佔整體近九成；仍
在收看模擬電視廣播的住戶只有 18 萬
戶。

邱騰華：騰出頻譜改善通訊
商經局局長邱騰華昨日宣佈，政府決
定在明年 11 月 30 日晚上 11 時 59 分終止
模擬電視廣播，香港將於明年 12 月 1 日
午夜 0 時 0 分進入全面數碼電視廣播的年
代。他表示，政府考慮現時數碼電視的
用戶滲透率、數碼電視網絡的覆蓋程度
及市場供應等因素，確認於 2020 年底終
止模擬電視廣播是合適時間。
邱騰華指出，數碼廣播是世界大趨
勢，可提供較佳畫面質素，未來會將騰
出的頻譜用於高增值服務，例如改善室
內及流動電訊的通訊。他補充，對於絕
大部分香港人而言，終止模擬電視廣播
完全不會影響收看免費電視廣播，政府
鼓勵仍然使用模擬電視的住戶，在未來
約 21 個月內，考慮更換數碼電視機或加
裝機頂盒，以收看數碼電視。

綜援職津低收家庭受惠
邱騰華強調，政府關注仍使用模擬電
視的基層家庭和長者戶，可能需要資助
去更換電視機，正考慮於今年年中向
「關愛基金」申請撥款，資助合資格家
庭購置機頂盒或基本型號數碼電視，初
步構思與現有政府援助計劃掛鈎，正領
取綜援、在職家庭津貼等援助的住戶，
毋須另外進行經濟審查，沒有領取援助
的低收入家庭亦可申請。
該項援助計劃為期 12 個月至 18 個月，
政府將委託非政府機構負責推行。邱騰
華預計可於今年底或明年初推出援助計
劃，估計約有 16 萬低收入家庭將會受

惠，其中長者戶或佔兩成半；政府將在
撥款獲批後，會於今年稍後時間公佈計
劃詳情。
廣播處長梁家榮回應指，港台兩個模
擬電視頻道 31A 和 33A，屆時會終止廣
播，希望有足夠時間過渡。
他解釋，港台數碼電視廣播覆蓋率將
於今年 4 月起提高至 99%人口，港台會繼
續協助無法接收港台數碼電視頻道的市
民，包括在模擬頻道加強宣傳。

廣播處長：不影響港台運作
梁家榮又說，兩個模擬電視頻道播放的
內容，與數碼電視頻道一樣，只是發射時
使用模擬訊號，若終止模擬電視服務，不

■廖松年在主任指導下維護輕鐵列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電子業式微 輕鐵維修挑戰多
現年35歲的廖松年是港鐵學院首屆「鐵
路工程高等文憑」畢業生，現時任職屯門
車廠技術員，負責輕鐵列車的保養和維
修。
廖松年表示，他從前於一個英國品牌東
莞電子廠當質檢員 10年，月薪逾兩萬元，
每周經常往返兩地，由於近年東莞電子業

■工作中的陳海儀
工作中的陳海儀。
。 港鐵供圖

走下坡，他有感該行業已無太大發展空
間，恰好看見港鐵學院成立，他本身又對
機械感興趣，便在太太支持下報讀了鐵路
工程高級文憑課程。
他以「既興奮又辛苦」來形容重入學校
的感受，並指每周有兩三晚要往紅磡港鐵
學院上課，經常要東莞下班後立刻乘火車
回港，勉強趕得及，但兩年裡只有一堂課
因事缺席。他說：「學院課程很緊張，第
一年要學電力、機械等基礎理論，第二年
要去各相關部門實地體驗，但因為是學習
自幼感興趣的機械工程，因此很有學習熱
情。」
畢業後他選擇去維修輕鐵，因為輕鐵列
車都是幾十年前的產品，機械維修的部分
較多，更有挑戰性；地鐵列車卻已高度電
子化、部件化，大部分是哪裡壞換哪裡，
要維修的部分愈來愈少。
雖然已獲聘為技術員，但廖松年仍有約

半年的培訓期，要在高級技術員指導下維
護列車，不能獨立工作，但已令他躊躇滿
志。

女車長服務乘客感滿足
另一名畢業生陳海儀任職馬鞍山線
列車車長，已駕駛地鐵列車近 3 年。她
以前學商科，畢業前同時在銀行實習及
在港鐵兼職月台助理，畢業後一度於銀
行當櫃員，終因興趣考入港鐵當一名女
車長。她很滿意駕駛列車的工作，認為
安全將整車人群送到目的地很有滿足
感。
港鐵學院成立後，她報讀了一年制運輸
學，利用晚上下班後的業餘時間學習，並
於去年升讀獲認證課程「運輸營運及管理
高等文憑」，全面學習鐵路、陸路、海
路、航空的交通運營知識，為將來進一步
發展作準備。

會增加節目製作成本和影響運作。
目前提供兩個模擬頻道的無綫電視則
表示，在 2020 年終止模擬電視廣播，一
直是工作目標，歡迎政府公佈有關的確
實日期。

學者：取消模擬廣播慳公帑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馮應謙
認為，模擬廣播屬於公共資源，耗費大
量公帑，在大部分市民使用數碼廣播的
情況下，取消模擬廣播是合理做法。
他指出，模擬廣播所需的基礎建設成
本高，例如發射站等硬件配套，如果可
以將成本轉移發展網上廣播，或其他節
目內容製作上，相信市民會更感受惠。

半馬挑戰組突「減時」 渣馬激嬲跑手

質檢員「返校園」入港鐵學整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鐵路
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卻面臨專業人才嚴
重不足的難題，遂於2016年底成立港鐵學
院，致力培育鐵路專才，首批高級文憑生
已經畢業。港鐵學院院長梁耀輝早前表
示，首批高級文憑課程培養了 67名鐵路專
才，目前的鐵路相關文憑課程收取了 92名
學生。他表示，港鐵學院下階段會努力與
各中學建立聯繫，希望從小培養學生們對
鐵路學的興趣，增加「鐵路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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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讚清空頻譜迎

電視邁全數碼 明年底「無雪花」

政府宣佈於明年 11 月 30 日全
面取消模擬電視廣播。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
譜 未來會將騰出的頻譜用於高增
去 值服務，改善室內及流動電訊
的通訊。有資訊科技業界人士
向 認為，終止模擬廣播，可將清
空的頻譜用作低頻率的 5G 服
務。
邱騰華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政府
將於 600 兆赫/700 兆赫頻段內騰出 160
兆赫的頻譜，用作提升室內流動電訊
服務的室內熱點和網絡容量，以紓緩
現時擠塞的室內流動電訊熱點，例如
港鐵車站的通訊需求。
商經局又指，經過與內地當局進行
頻率協調後，香港可初步把700兆赫頻
段內的 20 兆赫頻譜用於戶外流動電訊
服務，會繼續與內地當局進行頻率協
調，以期釋放更多頻譜供戶外之用。
被問到收回的頻譜是否公開招標，通
訊事務副總監梁仲賢表示，今年內會將
160 兆赫頻譜作公眾諮詢，以決定指配
安排，計劃在2020年作指配，相信日後
的指配者，可因應商業考慮或用作未來
的5G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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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對傳媒表
示，據了解清空的頻譜將用作低頻率的 5G 服
務，可解決大埔、赤柱部分區域無法接收 5G 訊
號的問題，同時會改善港鐵上網速度，以及增
加發展物聯網的機會。
他指出，香港相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步伐較
慢，內地很多地方的數碼廣播已經發展為網絡
電視，日本明年舉辦的東京奧運，更會以 8K 超
高清廣播，但形容「遲到好過無到」。
他又說，很多沒有公共天線的商廈，只要有
寬頻網絡便可以透過互聯網收看數碼電視，而
低收入或者居住偏遠地方的市民，政府有責任
協助他們安裝寬頻。

葛珮帆盼簡化申請
「買機」
程序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終止模擬電
視廣播可騰出頻譜作其他用途，例如擴展數碼
電視廣播的覆蓋率或是紓緩現時公共場所網絡
容量擠塞的問題，使得公共資源更有效得到使
用。她歡迎政府提出動用關愛基金，協助 16 萬
仍未能享用數碼電視服務的市民購置數碼電視
機或機頂盒，以減少對有關用戶的影響，期望
政府可以盡量簡化申請程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聶
曉輝）一年一度的渣打馬拉松將
於下周日（17 日）舉行，惟大會
於日前才公佈，半馬拉松挑戰組
的比賽時限由 3 小時縮減至兩小時
25 分 鐘 ， 以 免 阻 礙 全 馬 領 先 跑
手。不少已報名的跑手批評大會
臨時更改安排的做法，更計劃向
消委會投訴。海關回覆查詢時表
示，截至昨日下午 5 時共接獲兩宗
相關舉報，並正了解事件。業餘
田徑總會行政總監伍于豪表示，
接受報名後才收到國際田聯通
知，並不容許出現阻礙全馬領先
跑手的情況，故無奈下要更改限
時。他向跑手致歉，並指業餘田
總正在商討後續安排，將於一兩
天內公佈。

臨時更改 只刊手冊唔出聲
今屆馬拉松全馬及半馬俱於尖
沙咀起跑，並以維園為終點；十
公里賽則於東區走廊起跑。其中
半馬拉分為「挑戰組」、「一
組」及「二組」，惟於凌晨5時45
分起步的「挑戰組」中，跑得較
慢的選手或會阻礙全馬的領先跑
手，故大會於今年將半馬「挑戰
組 」 名 額 由 3,500 個 大 幅 減 至
1,500個。
然而，有跑手於日前派發的選手
手冊上發現，今年半馬「挑戰組」
將分別於起步後75分鐘在西隧收費
廣場及起跑後 2 小時在鴻興道和馬
師道交界增設截跑點，完成全程的
時限亦由 3 小時「突然」縮短至兩
小時25分鐘。不少跑手批評大會臨
時更改，且只在手冊上列明。

大會稱因國際田聯通知故「改時」
伍于豪昨日於記者會上解釋，根
據往年經驗，半馬挑戰組較慢的跑
手會影響全馬領先跑手，賽會在接
受報名後接獲國際田聯通知，不能
容許有關情況再度發生，否則渣馬
將不符合「金級賽道」的標準，故
只好作出有關改動。他承認與跑手
溝通上出現問題，但強調賽會接受
半馬挑戰組報名前，對方已表明曾
於兩小時30分鐘內完成賽事。至於
大會會否接受跑手轉組或退賽，他
指目前仍在商討中。
另外，警方與運輸署昨日公佈
賽事的交通安排，並將於本周六
(16 日)晚上 11 時 30 分起至翌日約
下午 2 時，在港島北、九龍西及新
界南多處分階段實施廣泛性封路
及交通改道措施，合共約 280 條巴
士路線及專線小巴需改道、縮短
服務或暫停服務，但前往機場的
交通不會受太大影響。
在賽事期間，中環灣仔繞道也
要封閉，運輸署建議經高鐵、機
鐵站和港澳碼頭的旅客，預早計
劃行程；並呼籲駕駛人士避免駕
車前往受影響地區。
海關表示，接獲兩宗相關舉
報，並指根據《商品說明條
例》，商戶不能將虛假商品說明
應用於任何貨品或服務；或供應
或要約供應已應用虛假商品說明
的貨品或服務。
惟海關亦指出，每一宗個案的
情況皆有其獨特性，實際個案需
要根據調查結果及相關證據才能
判斷，不能一概而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