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鐵金鐘站有扶手電梯港鐵金鐘站有扶手電梯
冒煙冒煙，，大批消防員到場調大批消防員到場調
查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港鐵金鐘站昨日傍晚6時下班繁忙
時間發生冒煙事故，乘客一度走
避，幸未釀成傷亡。
港鐵發言人表示，電梯承辦商

為一條連接大堂及1號和2號月台
的扶手電梯維修期間，梯井有煙

冒出，車站職員接通知即帶同滅
火筒到場處理，並通知警方及消
防處到場協助。處理期間，旁邊
另一條扶手電梯亦暫停運作，事
件沒有影響列車服務。
消防初步調查相信，是電梯內

積麈過多導致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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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撞車初步料因聯鎖失靈
兩車同時同路同獲授權 自動切換去備用電腦惹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府統計處
昨日公佈，去年12月份各行業的平均工資率
按年升4.1%，當中約65%公司的平均工資率
錄得按年升幅及33%錄得跌幅。若連同計算超
時工作所得的收入及非固定發放的花紅一併計
算，去年第四季的打工仔平均薪金指數按年升
3.7%。如扣除以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計算的消
費物價變動的因素後，去年第四季打工仔的實
質平均薪金則按年升1.1%。
政府發言人指出，撇除通脹後的實質工資續

見改善，而隨着訪港旅遊業持續擴張，住宿及
膳食服務活動業的薪金升幅顯著。

工資指數加幅 運輸業居首
數字顯示，各行業於去年12月份的名義工
資指數均錄得按年升幅，幅度由3%至5.9%不
等；同月的實質工資指數方面，除進出口貿
易、批發及零售業與對上一年同期相若外，其
他行業均錄得0.8%至2.8%升幅。不論名義工
資指數抑或實質工資指數的加幅，均以運輸業
最高。
至於去年第四季各行業的名義平均薪金指數

升幅則由2.6%至5.7%不等；實質平均薪金指
數升幅除零售業與對上一年同期相若外，其他
行業則錄得0.2%至3%升幅。兩個指數均以住
宿及膳食服務活動業錄得最高升幅。
統計處指出，薪金總額除包括工資率的組成

部分外，還包括發放給員工的其他非經常性薪
酬開支，因此薪金總額統計數字的按季變動，
會受實際工作時數及支付花紅及補薪的時間所
影響而出現較大變動。
政府發言人補充，去年全年合計，工資及就

業人士平均薪金指數以名義計均進一步上升，
升幅高於基本通脹率，令勞工收入續見實質改
善。發言人指勞工需求大致堅穩，短期內應繼
續為整體勞工收入情況帶來支持，政府會密切
留意各種外圍不明朗因素對本地勞工市場的潛
在影響，尤其是基層的收入情況。

平均薪金升幅
去年跑贏通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自高鐵香港
段開通後，為兩地人民及旅客往來帶來無窮
方便，但工聯會卻指出，近日收到消息指高
鐵西九龍站因人手預算失當導致大量裁員，
令受僱於高鐵站的外判員工十分擔心，並嚴
重影響高鐵員工士氣。一班工聯會香港鐵路
工會聯合會成員昨日與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到
高鐵西九龍站抗議，批評有關行為可恥，猶
如將前線員工用完即棄，要求港鐵與涉事的
外判管理公司盡快約見工會交代事件。
工會指出，據知高鐵西九站於去年啟用初
期預算客流量大，因此曾要求外判公司國際
永勝護衛管理公司於站內增加招聘售票員、
站務員、行李檢查員、查票員及保安員，惟
港鐵卻疑因客量未如預期，為節省支出而透
過該外判公司遣散裁員。
陸頌雄表示，即使人手初期的預算計劃與現
況出現巨大差距，港鐵旗下有逾30個車站，且
國際永勝護衛管理公司也承接不少港鐵的外
判合約，絕對有能力吸收該批受影響員工。

陸頌雄及工會均認為人手預算失當不應由
員工負責，促請港鐵及外判公司須為所有遣
散員工安排調職。
港鐵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自高鐵

香港段投入服務後，部分服務按既定安排交
予服務承辦商負責，包括車站助理及客戶服
務等工作。
在開通初期，為了方便旅客了解及適應新服
務及車站設施，港鐵特別與服務承辦商協商，
在原定人手編制外短暫增加額外人手，在開通
初期加強處理旅客查詢等客戶服務的工作。

港鐵：已要求承辦商處理
港鐵指出，據悉車站服務承辦商最近正進

行內部人手及工作安排的檢討，在維持車站
運作暢順的大前提下，擬恢復原定編制的人
手，載客量並非其考慮因素。港鐵指承辦商
已盡力為員工安排內部轉職，港鐵亦已要求
對方妥善處理其員工事宜，過程中亦必須遵
守僱傭條例的要求。

傳西九站大裁員
工聯促港鐵交代

港鐵荃灣線本月18日凌晨測試新信

號系統期間，兩列列車在中環站附近

攔腰相撞，港鐵即時委託承辦商重組

事故。事隔一個多星期，運輸及房屋

局聯同港鐵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顯示，

初步相信起因是備用電腦的「安全聯

鎖功能」在肇事路段未有正常運作，令兩列列車都得到授權進入

同一路段，引致事故發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長沙灣
綠置居麗翠苑昨日開始進行揀樓。大
批中籤的準業主，按通知信上安排時
段到觀塘綠置居銷售小組中心揀樓，
首批準業主大部分希望買到400呎以
上大單位。有準買家表示，「過去十
幾年全家人都努力存錢，終於可以細
屋搬大屋。」入伙後最大心願是抱
孫。
麗翠苑是房委會綠置居恒常化後的
首個項目，合共提供超過 2,545 個單
位，面積介乎 184 平方呎至 452 平方
呎，售價介乎93萬元至306萬元，相
當於市價四二折。房委會早前收到超
過4萬份申請表，超額認購近15倍，
屋苑最快9月底落成。

全家儲錢十幾年終圓夢
張太是首批獲安排揀樓的準業主，
她和父母昨晨8時許到埗，一早看中

景觀理想、樓價300多萬元的單位，
「好開心，這個單位450呎，價錢300
多萬元可以接受。」目前她和丈夫、
父母一家四口住在白田邨200呎的單
位裡，「住咁逼都頗為不便，若能入
住大單位，居住條件無疑大大改
善。」
張太說，300萬元樓價雖然不是小數

目，但相對於私樓市場的天價，已十
分划算。「這十幾年全家也努力存了
筆錢，打算先付樓價一半作首期，餘
下尾數則慢慢供。」
她認為，公屋月租千餘元雖然很便

宜，但畢竟不是自己物業，既然有機
會「上車」，當然不容錯過。
張太批評私樓貴到離譜，不是普通

市民能夠負擔，希望政府多推綠置
居，讓想置業的公屋住戶有機會置
業。張太的母親則笑說：「搬大單位
後，最想盡快抱孫。」

譚先生和太太原訂今天才揀樓，但
因為心情興奮，提早在昨日一早到售
樓處湊熱鬧。他們一家五口現住在觀
塘啟業邨200呎公屋，孩子已長大工
作，居住環境十分擠迫。「現在有機

會上車很開心，希望買到1座高層400
多呎的大單位。」
譚先生認為，比起私樓價錢，綠置

居定價合理得多，「希望繼續維持成
本，推出更多資助房屋。」

綠置居準買家：搬大屋想抱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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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
於前年及去年先後遭超強颱風「天
鴿」與「山竹」吹襲，導致多處水
浸，渠務署西貢污水廠更被「山竹」
造成嚴重損毀，被迫停止污水處理搶
修。渠務署新任署長盧國華昨日表
示，西貢污水廠已於去年年底恢復運
作，受影響水域的水質已達到衛生標
準。他並指，因應極端天氣造成的水
浸威脅，渠務署將鯉魚門及大澳等7
個沿海低窪地區列為風暴潮點，並新
增3個大浪越堤點，與相關部門合作
進行了加裝弱波石堆、擋水板及擴建
排水渠等防洪工程。
渠務署已與土木工程拓展署等進行

跨部門合作，就風暴潮和風浪威脅進
行研究，評估極端天氣的影響，提出
應對方案，當中包括在風暴潮點的海
床加設弱波石堆；在大澳及鯉魚門加
設更多檔水板；在出海排水口加裝
「止回閥」與防止海水倒灌等；同時
研究在將軍澳南海旁加建土堤及新增
排水設施等。

鴨脷洲試裝新式防波堤
去年「山竹」襲港期間，遭海浪衝

擊以致損毀的鴨脷洲污水廠海堤，由
於復修工程要到今年8月才完成，渠
務署將於5月風季前試驗安裝漂浮式
防波堤以減低海浪衝擊，如效果理想
有機會推展至其他越堤浪點。
據相關研究顯示，可將4.7米大浪

降至2.9米。至於內陸水浸黑點，盧
國華指所有嚴重黑點已消除，目前僅
剩下6個黑點正進行改善工程。
對於屢次打風均有大量海水越堤以

致造成嚴重水浸的杏花邨，盧國華指
由於該處屬港鐵私人物業，渠務署已
與對方多次商討改善工程並提出多項
建議。有工程師私下透露，私人物業
的防波安全應由發展商負責，政府不
能以公帑為私人物業進行維護工程，
因此杏花邨防風暴工程進展緩慢。

昂船洲污水廠縮一年工期
渠務署昨日亦安排記者參觀全港最

大的昂船洲污水處理廠，該廠處理維
港兩岸逾500萬港人的生活污水，有
效改善維港水質，並於今年3月成功
更換了兩塊分別重達7噸和2噸的出
問題巨型污水閘，縮短預計工程期近
1年時間，大幅降低該項維修工程對
維港水質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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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風暴潮點及大浪越堤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
縈）城大的動物診所將由旺
角遷至深水埗、面積33,000
呎的新動物醫療中心，是全
港乃至東南亞最大的獸醫診
所，亦會是全港首間提供24
小時急診服務的寵物診所。
旺角太平道診所佔地17,000

呎，每天約接收200個寵物求
診，當中約有三四十個屬於急
症或需手術治療；診所每年約
為60,000個患病寵物提供服
務。喬遷之後，新診所能處理
的個案也倍增，但基本診症價
格仍維持280元不變。
該動物中心獸醫總監Jona-

than Speelman醫生於2000年
由澳洲墨爾本來到香港，自
此一直在太平道寵物診所服

務。這些年，他見證太平道
寵物診所由一間只有5位獸醫
駐診的日間舖頭，發展成有
25位獸醫並具有先進醫療影
像設備的晝夜診所，喬遷
後，中心更擁有37名獸醫駐
診，180名護理人員和員工。
這也顯示了香港社會發展，
比從前更加關心寵物的健
康。他表示，動物中心的建
立籌劃了兩年半之久。
動物中心可為城大獸醫學士

課程的學生提供實習機會，亦
會優先考慮聘請城大畢業的本
地獸醫學生。該中心擬在今夏
開設腫瘤專科，治療罹患癌症
的寵物；一年內還將增設珍奇
異獸病房，為馬、蛇、兔等較
不常見寵物提供醫療。

寵物診所首設無休急診

■城大的新動物醫療中心是東南亞最大的獸醫診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一班工聯
會香港鐵路
工會聯合會
成員昨日與
陸頌雄到高
鐵西九龍站
抗議。

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今日將
討論港鐵荃灣線列車相撞事故，

據運輸及房屋局聯同港鐵提交的文件指
出，當日事故發生時，正模擬新信號系
統的主及副電腦未能如常運作下，自動
切換去備用電腦的場景。
肇事的一列由中環出發的列車當時
收到授權，經渡線向金鐘方向行駛，同
時另一架往中環方向的列車，亦收到授
權進入同一渡線，結果兩列列車相撞。
根據初步觀察，確保列車保持安全
距離，以及不會同時進入相互衝突路線
的「安全聯鎖功能」，在出事路段未有
根據系統設計要求正常運作，以致兩列
列車駛進相互衝突路線，引致事故。

確定原因 報告需時3個月
運房局說，港鐵已成立調查委員
會，港鐵會與信號系統承辦商的專家全

力配合調查委員會，確定系統出錯的原
因，預計3個月內可完成報告。
局方強調，事故跟現有信號系統無

關，機電署已經在事發當日抽驗現有系
統的聯鎖功能，結果顯示繼續有效運
作，能夠保障列車和公眾安全。
機電署亦會作獨立調查，並只有在

港鐵及機電署確認事故原因查明並作出
改正後，政府才會容許港鐵恢復新信號
系統的測試。
根據票價調整機制內「服務表現安

排」，由於來往中環站與金鐘站的列車
服務暫停了兩天，差不多36個小時，
港鐵會撥出相應款項放入票價優惠賬
戶，透過「車費優惠」回饋乘客，政府
亦會與港鐵嚴肅跟進，但文件並未有提
及回饋乘客的款項金額。根據服務表現
機制，如果每宗事故延誤服務超過12
小時，罰款最多只會是2,500萬元。

■■譚生和太太提前一天來了解譚生和太太提前一天來了解
情況情況。。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攝

■■張太一家排頭位入場張太一家排頭位入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