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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東涌新屋邨相繼落成入伙，惟供邨民停泊單車的地方，卻成為共

享單車的另類「鎖車地帶」，在迎東邨及滿東邨有數十部共享單車被人

擅自上鎖，形同據為己有。有東涌居民在網上發帖指邨內偷共享單車的

情況愈趨嚴重，難以「共享」。有法律界人士表示，此情況可能與刑罰

欠阻嚇性有關，因此類行為一般會以干犯《盜竊罪條例》中的「未獲授

權而取用運輸工具」罪行，以傳票形式處理，其刑罰比定罪門檻較高的

盜竊罪為輕。 ■圖 / 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共享單車在本港推出短短約兩年，最初有
6間公司全速在港拓展業務，單在新市
鎮內最高峰使用量已達到每天接近1萬人
次，惟同時產生不少違泊及胡亂棄置等問題，
令運輸署制訂《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業務守
則》作監管。
不過，在汰弱留強下，目前只餘下4間公司在
港營運，包括 HobaBike，Ketch'up Bike、
LocoBike及ofo，但其中俗稱小黃車的內地共享單
車公司ofo，卻因應用程式系統問題而引起結業
疑雲。因上月不少用戶發現在該應用程式的地圖
內找不到任何單車，而在「我的銀包」界面中，只
顯示出暫停服務字眼，加上其社交平台專頁亦久
未更新，使不少用戶擔心取不回按金。及後該公
司表示，系統問題已經修復完成，但沒有透露
原因。

共享單車的出現在本港引發不少問題，
由於違泊及胡亂棄置情況嚴重，運輸

署於去年9月推出《無樁式自助單車租賃業
務守則》，訂立5項守則着營辦商遵守，例
如不應在市區投放單車，以及設立有效的巡
查機制等。正當營辦商遵守守則的同時，卻
面對共享單車被偷或私鎖的問題。其中Lo-
coBike發言人表示，共享單車被偷及私鎖的
情況較多，至今大約數十宗，以元朗、天水
圍及將軍澳情況最嚴重。

小黃車當災 數部棄草叢
本報記者追查發現，剛於去年落成入伙共
8座的東涌迎東邨及滿東邨，亦成為共享單
車的另類「鎖車地帶」。根據房署資料顯
示，截至去年底滿東邨的入伙數目只約4
成，惟記者日前到該邨的單車停泊處巡視，
發現多部共享單車被人用單車鎖或鐵鏈鎖
住。當記者到迎東邨迎趣樓旁的單車停泊處
視察，發現情況更為嚴重，多達約50部的共
享單車被鎖在單車停泊處，以及對出禁止泊
單車的馬路彎位欄杆，有的數部被鎖在一
起，有的則與小童單車或爬山單車一同上
鎖，儼如私人單車般。被鎖的共享單車以俗
稱小黃車的ofo為主，同是新簇簇，估計日
常仍有使用。而附近一處爛地，亦有數部共
享單車被丟棄在草叢內。
事實上，有東涌居民在社交平台群組也
反映共享單車被私鎖情況嚴重，與盜竊無
分別。有居民指，每次想在邨內踏
共享單車時也發現單車被

擅自上鎖。另一居民更稱，最初在迎東樓
泊單車處只見有20部共享單車被上鎖，未
幾再去查看已逾40部，雖曾就事情向警方
反映，但未獲處理。
事件引起其他居民熱烈討論，並稱泊單

車處設置閉路電視，只要屋邨辦事處查
看，便知誰人「偷車」。
共享單車「被盜」情況嚴重，可能與刑罰

欠阻嚇性有關，原來這類私鎖共享單車的個
案，一般只涉《盜竊罪條例》中的「未獲授
權而取用運輸工具」罪行，以發傳票方式
處理，最高罰款為2,000元，相較盜竊罪
可處監禁10年的刑罰為輕。執業大律師
陸偉雄解釋，盜竊罪定罪門檻較高，涉
案者是否有永久剝奪單車營辦商的使
用權利，有沒有真的據為己有，也是
很重要的考慮因素。由於私鎖單車
的人士可以有很多解說，故一般
會以定罪門檻較低的「未獲授
權而取用運輸工具」罪行作
傳票檢控。房署發言人
稱，未接獲有關共享單
車在邨內被上鎖霸佔
公共地方的投
訴。

◀◀在迎東邨外違泊單車情況嚴重在迎東邨外違泊單車情況嚴重。。

■■共享單車的違泊及棄置問題共享單車的違泊及棄置問題，，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數部共享單車被棄置在迎東邨外一幅空地上數部共享單車被棄置在迎東邨外一幅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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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遭鎖車 共享變獨享
東涌新屋邨重災 法律界：刑罰太輕無阻嚇力

就共享單車被盜及違泊問題，立法
會議員葛珮帆（EQ）直言，政府對於共

享單車的監管「由頭到尾」嚴重不足，即使去年
與業界簽訂相關守則，情況未有太大改善，至今仍

然收到不少市民有關共享單車違泊的投訴，
「有啲市民以為自己會用，但時間耐咗根
本唔記得泊過架車喺嗰度。」至於有市
民用鐵鏈鎖起共享單車自用，她認
為政府應加強教育，令市民明白
此舉乃違法，並且在適當時考
慮立法及增設發牌制度，
監管共享單車公司。

警：跨部門合作處理
警方發言人則表
示，一直採取跨部

門合作模式處理
單車違泊問題，並參
與由其他政府部門負責統籌
的聯合執法行動。
若單車違泊對公眾造成即時危險或

嚴重妨礙其他道路使用者，警方會立即採
取行動跟進。

運署：向營辦商供逾200「違泊黑點」
運輸署發言人稱，署方已向各營辦商提供了逾

200個「潛在單車違泊黑點」的地理信息資料，在
「潛在單車違泊黑點」內的單車數量已由2018年9月的
967輛減少至本年1月的686輛。
政府透過1823電話服務中心接獲有關自助租賃單車違

泊的個案，亦由2018年6月的144宗，減至本年2月的77
宗。

回收企：3個月落30份口供
去年 7 月共享單車 Gobee.

bike結業，於新界經營傳統出租單車
服務的龍記負責人羅真權，為了環保
出一分力出錢回收Gobee.bike，至今
已經回收了三四千部單車存放於貨
倉。羅坦言，盜竊共享單車情況嚴
重，由於經其公司回收再出售的共享
單車，都會在單車上貼有標誌以茲辨
別，但仍不時發現有人擅自駕駛
Gobee.bike，甚至偷走零件使用。

落口供費時 難向警求助
羅直指，在最近兩三個月，他已經就
共享單車的盜竊案件到警署錄了約30

份 口
供，雖然很
花時間，但他仍然
會報警求助，懲罰偷單
車的小偷。就有共享單車
被上鎖私用，羅稱除非相關
單車公司在本港設有分部管
理，否則較難向警方求助，因為
要花不少時間落口供等。
至於上鎖的單車為何輕易被盜用，

羅解釋，單車鎖只要大力撞擊或剪走
便可。

▲在迎東邨的單車停泊處內，不難發現多部共享單車被
鎖在一起。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公佈2019年度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港
澳）申請指南，讓合資格的港澳高校青年
研究專才申請。這是中央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支持香港創新的又一舉措。相比
起中央推動大灣區發展的速度和力度，本
港顯得動作緩慢，跟不上大灣區發展的節
奏。期待特區政府帶頭，引領本港各界，
特別是創科和專業人士，大膽創新，善用
優惠政策和資源，積極把握大灣區機遇，
以創新發展為突破點，推動本港與大灣區
的互利共贏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要點
之一，就是把本港建設為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規劃綱要》提及，港澳高校、科研
機構就重大科研項目開展合作，允許相關
資金在大灣區跨境使用，並向港澳有序開
放國家在廣東建設佈局的重大科研基礎設
施和大型科研儀器等等。

過往香港的科研項目受到地方、資金及
研究樣本跨境等限制，難以發揮人才優
勢。中央政府去年宣佈讓科研經費「過
河」至香港，讓本地科研人員可在港申請
經費，承擔國家科研項目，今次再落實將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向港澳開放，相信本港
與內地的科研交流合作將更緊密，資源分
配更有效，有利本港高校、科技專才的發
展。

在日前閉幕的全國兩會期間，主管港澳

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就預告，會有30
多項惠及港澳的政策出台。多名身兼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委員的學者，亦
在兩會期間提出多項具體建議，包括：支
援大學畢業生於灣區內發展、簡化科研資
金「過河」的申請程序、創建灣區綜合性
國家科學中心等。

兩會閉幕只是短短幾日，有關「港人港
稅」、科研資金「過河」等政策密集發
佈，反映中央推動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速度
之快、力度之大，相信更多便利港人在大
灣區內創業、就業和生活的政策還將陸續
有來。香港作為大灣區四個中心城市之
一，社會各界對大灣區充滿期待，輿論熱
烈討論，但尚未見特區政府出台具體政
策，促進大灣區的人才和資金流動。

大灣區內地城市有很好的科研成果轉化
基礎，匯集大量優秀人才，香港則有着雄
厚的科研實力。在國家便利資金流通的政
策措施下，香港的高校除了積極研究在灣
區內開設分校的同時，亦應落實創新舉
措，打破香港科研力量融入灣區的制度性
限制，推動香港高校、科研資源與大灣區
形成協同創新的共同體，讓區內科研資源
根據需求自由流動、合理佈局，強化技術
研究和成果轉化，為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建設一流灣區，
提供關鍵支撐。

國家新政惠灣區 香港步伐要加快
港鐵發生通車 40 年來首次列車相撞事故，引

起廣大市民高度關注。港鐵事故層出不窮且不斷
「翻新」，牽涉到港鐵營運的方方面面，顯示港
鐵的管治出現系統性問題，當局對港鐵的管理和
問責機制亦備受質疑。政府作為港鐵的最大股
東，加強監管責無旁貸，必須切實提升港鐵管理
效能，確保港鐵服務安全優質，挽回市民對港鐵
的信心。政府更應檢討公共交通運輸政策，推動
各種交通工具均衡發展，避免過分倚重港鐵，扭
轉目前港鐵「跪低」、全城癱瘓的尷尬局面。

港鐵作為本港公共交通的「金字招牌」，發生
撞車事故，在市民心目中匪夷所思，不可接受。
此次撞車事故的場面恍如荷里活災難片，儘管無
造成重大傷亡，但足以令市民震驚，重挫公眾對
港鐵安全的信心。此次事故是在港鐵測試新信號
系統時發生。港鐵自 2015 年起更換多條鐵路線
的信號系統，以淘汰老化的系統，增加載客量。
港鐵促進信號系統更新換代，提升服務能力，是
合理而且必須的。可惜的是，港鐵新系統在測
試、使用期間，事故接連不斷。去年 10 月 16
日，港鐵發生被稱為「史上最嚴重」的「四線齊
癱」大故障，擾攘近6小時，過百萬打工仔受影
響。事發後，當時的港鐵管理層表示，事故與更
新信號系統無關；並強調問題已經暫時解決，相
信短期內都不會再發生同類事件。

言猶在耳，相隔僅半年，港鐵就發生撞車事
故，真是「沒有最嚴重、只有更嚴重」，誰

還敢保證港鐵不會發生更不可思
議的事故。

港鐵新信號系統的兩家承辦商，承辦過新加坡和
上海的地鐵，都發生過撞車事故，對此港鐵有否
重視？為何不引以為戒，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
轍？雖然港鐵管理層終於承認，新系統出現問
題，以致意外發生，但系統是由人操作的，除了
查找新系統的技術問題外，港鐵更須檢討事故的
人為因素和管理缺失。

兩鐵合併後，港鐵不僅成為本港最大的公共交
通機構，而且是工程建造、商業運作的「巨無
霸」，港鐵管理層需兼顧多方面業務，而且港鐵
的交通、工程屬於高度專業的範疇。港鐵近年表
現不如人意，除了頻繁的行車事故外，又爆出沙
中線工程質量事件，即使港鐵管理層一再大換
班，但管理混亂並未明顯好轉，反映港鐵管治存
在系統性問題，單靠港鐵自己恐怕難以徹底改
善。

港鐵的行車、建造安全與市民息息相關，政府
是港鐵的最大股東，不論對市民還是股東，政府
都負有不可推卸的監管責任。之前港鐵被揭發沙
中線工程的質量問題，有官員表示「看了新聞報
道才知道」；每次港鐵發生重大事故，政府總是
事後要求港鐵交報告。要糾正港鐵的管理問題，
政府必須改變後知後覺、事後補救的做法，應主
動作為，指派有管理經驗的官員、民意代表、專
業人士進入港鐵董事局；港鐵現行的事故罰款機
制須落實到個人，而非僅罰港鐵公司。唯有多管
齊下，提升港鐵管理層對行車安全、公司管治的
制度和機制，才能保障各項服務、建設保持最高
水準，向市民和香港負責。

政府須查究港鐵管治的系統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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