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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民意支持修例 不容政客唱衰香港

WEN WEI EDITORIAL

打「香港牌」，對中國發展添煩添亂。
反對派抱外力大腿，藉以換取自己的政治能
量。陳方安生曾被外國媒體封為「香港良
心」，去年獲美國頒「歐康納大法官獎」時，
很「識做」地指責特區政府打壓、威嚇支持民
主的示威者；如今面對修訂《逃犯條例》，陳
方安生又罔顧事實、顛倒是非，詆譭中央和特
區政府，唯恐香港不亂，實在難符身為中國
人、香港人的身份。民調顯示，五成三的市民
不支持陳方安生訪美之行，主流民意在質問陳
方安生：「良心何在」？舉頭三尺有神明，人
在做，天在看。陳方安生一再「唱衰」香港、
自抬身價，請撫心自問，對不對得住廣大香港
市民？
香港不是美國的城市，修訂《逃犯條例》是
香港自己的事，不需要反對派乞憐外力插手，更
不容美國政府、政客的指手畫腳。此次民調顯
示，五成五受訪者認為有關人士要求美國關注香
港「一國兩制」及人權狀況的做法，「會」間接
幫助美國政府以香港事務制衡中國；五成五受訪
者認為美國政界經常對香港政制發展發表評論的
做法，對香港「壞處多些」。可見，市民的眼睛
是雪亮的，反對派勾結外力、反中亂港，居心叵
測，後果嚴重，即使用人權自由的政治口號美化
包裝，也欺騙不了市民。
陳方安生之流的政客冒充港人代表，假冒民
意，借反修訂《逃犯條例》在國際上唱衰香港、
抹黑中央，廣大市民更應積極發聲，以強大民意
明是非、駁歪理，遏止反對派和外力苟合，維護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保障香港繁榮穩定。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以
來，本港和內地關於大灣區融合的各種發展
日新月異，幾乎每日都有多宗與大灣區發展
有關的新聞，各項落實規劃綱要的措施全面
鋪開，為大灣區經濟、民生、創新、人才交
流等各方面的發展注入巨大新動力。大灣區
發展對本港影響深遠廣泛，特區政府應充分
發揮引領者、推動者的角色，協助本港企業
和市民積極把握機遇；本港商界要身體力行
參與大灣區建設，多提建設性意見；港人尤
其是年輕人更應勇於站立潮頭，擁抱大灣區
機遇，實現抱負、成就理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佈距今只有 2 個
月，包括香港在內的區內多個核心城市，連
番推出促進區域融合、暢通大灣區人流物流
的措施。今日本報就報道了多宗與大灣區發
展有關的新聞，包括數碼港初創融資 6 年飆
升 210 倍，迎接大灣區東風；本港機場客運
中轉大樓將擴展內地與香港多式聯運安排，
提升本港作為大灣區航空樞紐的功能；中國
國際人才交流大會設大灣區科技創新與人才
智力展區；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華為技術
有限公司與廣州開發區正式簽署《共建 5G
示範區合作協議》，建設廣東首個省級 5G
示範區；乃至本港的士業界認為，大灣區增
加客流，的士牌照價格將進一步上升等等。
這些新聞清楚顯示，大灣區發展對各行各
業、方方面面都帶來巨大影響，各種新機遇
不可忽視、不能錯過。
本港的發展空間由本地市場，擴展到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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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安生等一眾政客早前因特區政府修訂
《逃犯條例》跑到美國「告洋狀」，激起全城公
憤。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佈民調，結果顯示 53%
的市民不支持陳方安生訪美之行，多數市民贊成
修訂《逃犯條例》。修訂逃犯條例堵塞法律漏
洞，彰顯法治公義，有利維護治安，避免本港淪
為「逃犯天堂」，市民普遍支持。陳方安生等反
對派為政治目的和利益，表面上為港人爭取人權
自由，實質損害港人利益，逆民意而行，令人齒
冷。社會各界應以強大民意，支持修例順利通
過。
修訂《逃犯條例》是本港一項正常的立法議
題，目的為彌補法律不足，令罪犯不能再利用法
律漏洞逃避刑責。本港少女台灣被害案的疑犯即
使認罪，本港也因為無法律基礎處理，不能以謀
殺罪或誤殺罪來起訴他，兇徒很可能快將被釋
放，更證明修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政府建議修
訂逃犯條例，以便能以個案形式處理逃犯移交事
宜。香港研究協會的調查也顯示，四成五受訪者
「贊成」政府修例，比例高於「不贊成」的三成
五，反映多數市民支持修訂逃犯條例，這是主流
民意所向。
修訂《逃犯條例》起因和目的都很簡單，支持
的民意也很清晰，但陳方安生之流的反對派，把
法律問題政治化，把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當作
攻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工具，硬把修訂《逃犯條
例》和打壓人權自由扯上關係，危言聳聽、撕裂
社會，企圖製造政爭、激化矛盾，以挽回頹
勢；更甘當外部勢力的反華棋
子，配合美英

把握灣區機遇 站立發展潮頭
大灣區，人口數量由 740 萬增加至 7,000 多
萬，市場地域由 1,100 平方公里增加至 5.6 萬
平方公里，大大拓寬了發展的空間、深度和
想像力。港人可發揮所長的行業，除了本港
成熟的金融、地產、服務業之外，還可以擴
展到大灣區的先進製造業、互聯網創新產
業。融入大灣區意味着巨大的機遇，代表着
更大的想像空間和可能。
機遇當前，香港從政府到社會各界都須順
勢而行、積極作為。首先，特區政府要主動
加強與內地合作，引領香港各界認清方向，
把握商機，包括在政策、資訊、培訓等方面
提供支援，為本港商界、市民融入大灣區創
造有利條件、提供有力協助；其次，本港商
界需要按照大灣區發展規劃的脈絡，以敢闖
敢拚、靈活應變的精神，盡快熟悉大灣區，
身體力行開闢新市場、新增長點；對廣大市
民、尤其是年青一代而言，更要認真思考發
展路向，敢於跳出香港，在大灣區的發展中
找到適合自己的定位，找到實現自我價值的
新契機。
大灣區發展機遇與挑戰並存，而且機遇大
於挑戰，是香港發展的突破點、增長點。機
會永遠留給做好準備、大膽投入的人，大灣
區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
級城市群，目標宏偉，責任重大，前景光
明，港人扮演好弄潮兒，乘借大灣區發展的
東風揚帆起航，定能在建設大灣區的過程
中，成就香港、成就自己。

舊樓整𨋢 資助 小修補未見效
業主：舊機難用新式零件 須整部換但難負擔
為了提升舊式升降機

*
54

涉升降機意外事故

的安全水平，市區重建
局及政府部門動用 25

2018 年 5 月 11 日 64 歲女住客在上水名都
巴黎閣 7 樓進入升降機時發生意外，跌下升
降機井底坑死亡。

億元推行「優化升降機
資助計劃」，首輪計劃於上月底接受
申請。本報記者訪問計劃申請的舊樓

2018 年 4 月 8 日 樓齡 27 年的荃灣海灣花
園，一對夫婦在乘搭升降機時，升降機突
然急升至 46 樓頂樓的升降機槽頂，升降機
頂部嚴重損毀，夫婦爆頭重傷。

業主，他們均表示優化計劃只是「小
修小補」，加上部分新式零件或不適
用於舊升降機，除非整部更換才可徹
底解決問題。有業主立案法團直言，

2016 年 6 月 26 日 一名女士和外傭在大圍
美城苑逸城閣乘搭升降機時，突升至 6 樓後
急停數十秒再直墜地下，兩人受傷送院。

該大廈於兩年前曾自費約 40 萬元更換
升降機鋼纜，但至今仍經常困𨋢 。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過去3年升降機事故報告

難以更換整部升降機，提升安全水
平。

業主自費換鋼纜 仍常困𨋢

■升降機
暫停使用等
候檢查。
資料圖片
66,000 部
根據發展局資料，本港約有
升降機，惟當中約八成的配備未達

最新安全裝置水平；機齡逾 50 年的升降
機達 3,500 部。雖然自 2011 年起至去年 3
月，已約有 5,200 部升降機進行不同程度
優化工程，但進度不顯著，故此去年施
政報告中公佈動用 25 億元推行屬自願性
的「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由 2019 至
2020 財政年度起的 6 年內分階段優化約
5,000 部舊式升降機。
在該計劃內，工程費用資助（最多六
成）及自行聘請顧問費資助的總資助上限
為每部升降機 50 萬元；而若有年滿 60 歲
或以上的合資格長者自住業主，每個住宅
可再獲資助上限為5萬元。

優化工程分兩類 7 範疇
有關優化工程範圍，主要分兩類共 7 個
範疇，包括加裝「必須的安全裝置」及
「自選的安全裝置」。前者例如雙重制動
系統及防止機廂不正常移動的裝置等，後
者則為障礙開關掣及自動拯救裝置等。
此外，資助金額亦可用於更換整部尚
未配備任何或所有「必須的安全裝置」的
升降機。而樓宇如沒有業主立案法團代表
申請，便要由全體業主作為申請人。
不過，在舊樓林立的土瓜灣，不少業
主均認為資助金額只是「小修小補」，

「我哋幾乎日日都困𨋢 ，啱啱星期
六就兩部𨋢 都壞晒。」55 年樓齡、設
有兩部升降機的土瓜灣福星大廈，其業
主立案法團有意申請「優化升降機資助
計劃」，但該法團秘書勞太表示，升降
機機齡長，即使他們曾於兩年前花費約
40 萬元為其中一部升降機更換鋼纜等，
但至今仍然經常困𨋢 。
記者採訪當日，就有居民向該大廈管
理員反映，其中一部升降機停在某樓層未
能關門，要居民用力推才把𨋢 門關上。
「維修商話部升降機太舊，同新式零件唔
吻合，除非成部𨋢 換先能夠解決問題。」
不過，勞太指，大廈住戶多是長者，
要夾錢更換一部升降機至少過百萬元，根
本難以負擔，惟當局的資助金額恐未能足
夠更換整部升降機。
同區另一幢 45 年樓齡、設有一部拉閘
式升降機的新華大廈，其業主立案法團林
主席指，該優化計劃主要資助 7 個範疇，
「但其實好多嘢對我哋部𨋢 嚟講，都未必
要整，要整嗰啲又未必包。」
他指，機齡太久的升降機，很難找到
合適配件，故當局「小修小補」的支援未
必可有效解決舊升降機的安全問題。

林博促加快審批流程
九龍城區區議員林博指，土瓜灣有不
少單幢舊樓，大部分升降機機齡均逾 40
年、50 年，有維修升降機承辦商曾向他
指，由於升降機過舊，部分零件已無法更
換，長期使用只會持續損毀，「優化升降
機資助計劃主要更換 7 個範疇，小修小補
下，無法根治問題。」有關該計劃在 6 年
內完成，他促請政府把審批流程加快，避
免升降機嚴重事故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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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維修承辦商檢修升降機。

資料圖片

陳恒鑌倡擴資助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 就有關「優化升降機資
助計劃」，市區重建局發言人表示，該計
劃於上月 29 日接受申請，截止日期為 7 月
31 日。由於該計劃開始接受申請約兩周，
而業主亦需時商議及籌組申請，因此現時
的申請數字未能反映業主反應。截至 4 月
10 日，局方共收到 3 宗申請合共涉及 40 部
升降機。而自去年 10 月施政報告公佈此計
劃後，局方共收到 1,200 個查詢，並於 4 月
至 5 月期間，舉辦共 11 場計劃簡介會，讓
業主了解計劃內容及注意事項等。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剛推出的「優
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提到 6 年內分階段優
化 約 5,000 部 升 降 機 ， 除 了 是 人 手 問 題
外，相信是擔心短時間內完成所有參與計
劃升降機，會令維修承辦商乘機加價，推
高工程費用。
他提到，由於不少舊樓仍是使用拉閘式升
降機，根本難以更換零件，故建議當局擴寬
範疇，若升降機到達某個年期，應予以資助
更換整部升降機，並非是不停小修小補。
■不少舊樓仍使用拉閘式升降機。

加裝「必須裝置」
未必全部適用
香港文匯報訊 在
「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內，資
助範圍包括加裝 4 項「必須的安全裝置」
，包括雙
重制動系統及機廂門鎖及門刀等。不過，卓越培訓
發展中心電機業首席教導員、升降機工程師黃啟
漢表示，該計劃規定
「必須的安全裝置」
工程範疇，
未必適合所有升降機最切實的需要，
「對於舊樓升
降機，最主要係更換機房控製櫃，以及驅動機器，
如果樓齡太舊，亦要更換每層的升降機門。」
他指，
有關部門應派員了解每幢大廈的升降機更換零件
需要，把資助金額用得其所。
事實上，要提升舊式升降機的安全水平，除了金
錢資助外，業界的人手配合亦非常重要。
根據機電署資料，全港註冊升降機工程師約有
350 人，但當中僅 243 名工程師活躍地從事升降機
或自動梯檢驗工作，在 2016 年，相關工程師共進
行 86,000 次檢驗，以一年 250 個工作天計算，平均
每日完成約1.4部升降機或自動梯的檢驗工作。
黃啟漢指，以其教授的電機業課程為例，每年有
250 名至 300 名畢業生，
「畢業生要有 4 年經驗先
做到師傅，大家要等多幾年，電機業人手就唔會咁
緊張。」
他稱，近年行業為了吸引新人入行，月薪起薪點
提升至平均1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