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捉精靈執垃圾 免香港滿「臭泥」

顏汶羽倡資助換電動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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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變「街霸」罰錢當交租
「阻街罰款」實施兩載未見效 貨物堆滿行人路旺角重災

香港新聞A13

2019年4月23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44月月2323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4月23日（星期二）■責任編輯：孫君犖

放欄杆擺車上 商戶諗計避檢控 營造地區特色 5地點獲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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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店租昂貴，寸

金尺土，雖然政府在

2016 年 9 月 實 施

《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

礙）條例》，懲罰把貨物和層架

擺放於店外的商戶，惟條例實施

至今兩年多，本報記者最近巡查

九龍多個旺區，發現商戶阻街情

況舉目皆是，部分更不屬阻街黑

點，當中旺角廣華街及山東街最

為嚴重，廣華街有速遞公司將貨

物堆滿街上。有區議員批評，商

戶霸佔行人路的情況至今無改

善，「根本就係罰款當交租！」

■圖 / 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全港阻街黑點
地區 黑點數目

灣仔 4

東區 6

南區 3

黃大仙 1

九龍城 2

深水埗 7

油尖旺 3

沙田 2

大埔 3

西貢 3

北區 1

葵青 2

荃灣 3

屯門 5

元朗 12

離島 1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總署

定額罰款及檢控數字
地區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數字 檢控數字

（2016年9月24日至2018年底） （2016年至2018年底）

油尖區 373 174

旺角區 1,607 1,659

深水埗區 1,797 2,588

九龍城區 782 648

■資料來源：食環署

當局於2016年9月實施《定額罰款（公
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以打擊店舖阻
街問題，但有商舖利用法律漏洞避免被檢
控，例如把貨物放在店舖對出行人路的欄杆
位置，或者將貨品擺放在停泊在附近的貨車
上，儼如流動貨倉般。一般情況下，若貨物
被發現擺放在欄杆位置，可能會違反《公眾
衛生及市政條例》中「阻礙清潔街道」，食
環署人員會於貨物上貼出告示限負責人4小
時內清走。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已實施多

時，政府應加強執法，否則只會令店舖把貨
物愈放愈出。
她指，《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令商舖

可利用法律漏洞避開刑責，故政府應把兩條
有關條例進行檢討及修訂，以免商舖阻街情
況愈見嚴重。
食環署發言人表示，任何人如在公眾地方

擺放物品妨礙署方人員進行清掃工作，執法
人員可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一
百三十二章）第二十二條檢控違例人士，一
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5,000元。一般而言，
執法人員會因應實際情況，採取適當行動。

■顏汶羽早
前曾參觀電
動小巴廠，
認為技術成
熟，但指如
無政府的政
策支援，發
展將面對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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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海峰環保教育」和Pokémon GO
廠商Niantic合作，與全球18個國
家及地區環保團體於昨日舉辦
《Pokémon GO世界地球日清潔活
動》，其中香港站由逾千名「環保
精靈訓練員」在中環碼頭、尖沙咀
海傍、赤柱、愉景灣及南丫島蘆鬚
城5個地點進行今次清潔社區公益
活動，一邊捉精靈一邊執垃圾。主
辦機構亦透過實景遊戲與小任務向
一眾參加者灌輸愛護環境意識 ，
讓大眾體會及關注環保的重要性，
齊心清潔香港。
團體指出，從上世紀50年代至
今，全球合共製造出約64億公噸
塑膠垃圾，相等於7.7億隻大象的
重量，當中只有9%被循環再造，

現時全球每年大約製造出3.8億公
噸塑膠，而過去13年生產的塑膠
總量已超出前半世紀的總和。
「海峰環保教育」創辦人及行政

總監郭秀雲表示，希望特區政府能

加強推動在環保意識方面的宣傳教
育，並將之轉化成一種生活方式。
逾千名「環保精靈訓練員」由昨

日早上起陸續到各區執垃圾兼捉精
靈，他們合力於1小時內收集約共

300公斤垃圾，當中不乏膠樽、煙
頭、食品包裝紙、即棄膠盒、膠
叉、發泡膠及鋁罐等，其中最另類
的垃圾包括雪櫃門、電腦電路板、
塑膠鴨仔玩具與針筒等。

根據民政事務總署資料，現時全港有
58個阻街黑點，但在《定額罰款（公眾
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下，若店舖擴
展營業範圍至店舖以外可為當區增添姿
彩和營造獨特的地區特色，又不會對行
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有關地
點可被列為「酌情容許範圍」，全港就
有3個地區共5個地點設有「酌情容許範
圍」。
不過，花園街販商協會主席黃培清認

為，特色街道的定義含糊，對其他區商
戶不公平，該會為花園街爭取加入「酌

情容許範圍」多時仍不果，「花園街都
好有特色，點解又唔係酌情容許範圍內
呢？」但他提到，食環署人員目前每日3
次巡視花園街，商戶都非常守規矩，以
免受罰。
現時獲得「酌情容許範圍」的3個地區，
包括黃大仙區牛池灣村，商戶能延伸至舖
前5呎及舖側3呎；油尖旺區旺角花墟及奶
路臣街1號至7號與2號至2P號，分別可延
伸至舖前3呎及4呎；屯門區置樂37B區可
延伸至舖前3呎；以及在新墟一帶則可延伸
至舖前2呎半至4呎不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昨日
為世界地球日，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
羽亦在其facebook上以環保為題指出，
本港石油氣小巴快要停產，很大機會要
轉回低排放的柴油小巴。他說：「當年
為了減少空氣污染、保護環境，政府大
力推動石油氣小巴，包括資助換石油氣
小巴、起加氣站等，如果石油氣小巴停
產會令維修成本增加，又未必再有零
件。」他並指，現時小巴市場有80%屬

石油氣小巴，如換回柴油小巴，香港空
氣污染情況會轉差，反問環境局局長黃
錦星「點算好？」
顏汶羽認為，政府可考慮資助業界換
電動小巴，「如果電動車使用量大咗，
政府的配套（特別是建充電站）便有更
大誘因做得更好，空氣污染自然會少
啲！」他表示，早前曾參觀電動小巴
廠，「技術係成熟嘅，但無政府嘅政策
支援，發展係有困難嘅！」

根據食環署資料，店舖若在公眾地方
擺放物品造成阻塞，獲賦權執法的

部門除可運用既有的執法工具檢控違例者
外，亦可根據《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
及阻礙）條例》向違例者發出1,500元定
額罰款通知書。
定額罰款可針對較直接的個案；而複雜
及屢犯者可採用傳票等向違例者檢控。
其中在2016年至2018年間，署方就向
油尖區、旺角區、深水埗區及九龍城區內
的阻街店舖，共發出4,559宗定額罰款通
知書及作出5,069宗檢控，但本報記者最
近巡視該處部分街道，發現店舖阻街情況
依然嚴重。

一街逾半違規 速遞霸街執貨
在深水埗、油麻地、太子、旺角及土瓜
灣一帶，記者就發現上述地點均有商戶把
貨物擺放於行人路上阻塞街道，變相佔用
公眾地方，其中不屬阻街黑點的旺角廣華
街及山東街的情況最為嚴重，逾半商戶均
有違規情況，有文具店及藥房等各在舖前
約1呎距離擺放堆滿貨物的鐵台階，以及
將貨物高掛在店外範圍。
一間位於廣華街的速遞公司，更有大量
包裹擺放於舖位前，對出馬路亦非法停泊
了一輛貨車作上落貨，使行人路變得很擠
逼。在廣華街及毗鄰的煙廠街亦有洗衣店
阻街，其中廣華街的洗衣店在舖前約2呎
位置擺放鐵台階，除放了多袋送洗衣物
外，更一併放置隔壁鮮肉店出售的鮮肉。
至於旺角上海街有逾5間商戶違規，其中
有鞋店將多款貨品展示於舖前約2呎位置，
吸引客人購買；有雜貨店亦在店外擺放鐵
架賣膠拖鞋。而在深水埗南昌街、長沙灣
道及福榮街內，店舖阻街情況同樣嚴重。
屬於阻街黑點的南昌街，有時裝批發店便
在門前堆滿逾20袋貨物，霸佔行人路。

區員：屢接居民投訴
有關店舖阻街問題，油尖旺區議員陳少
棠直言，區內商戶阻街情況仍舊持續，且
收到不少居民投訴，並在區議會內多次提
出有關議題，獲悉署方已票控相關人等，
「但又有咩用，根本就係罰款當交租！」
他促請署方加強執法，早日解決問題。
食環署發言人表示，署方會繼續關注店
舖阻街情況及採取適當行動，並會進行突
擊行動，以遏阻店舖造成通道阻塞的違規
情況。

■旺角有生果店把載貨的紙皮箱等垃圾棄於街上。

■上海街有鞋店將貨品展示於舖前約2呎位置鐵台階上。

■深水埗一間時裝批發店在店外放滿逾20袋貨物。■在旺角廣華街，有速遞公司將大量貨物擺放於舖位前，阻塞街道。

■花園街爭取納入特色街道
多時但未獲批。 資料圖片

■執垃圾之餘，不忘與精靈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小朋友在執拾地上垃圾。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9位曾參與「尋找走塑食堂」活動的小學生於開幕活動
獲頒「走塑大使」獎牌，更到附近商舖尋找願意走塑的小
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響應世界地球日，綠色
和平昨日於沙田第一城的置富第一園舉辦「走塑嘉年
華」，並宣佈將會聯同學校、區議員及社區店舖以沙田作
為試點，把「走塑」力量注入社區。9名曾參與「尋找走
塑食堂」活動的小學生於開幕活動獲頒「走塑大使」獎
牌，把「走塑」力量帶到沙田區，並擴展至社區層面。綠
色和平促請特區政府除了應盡快制訂「走塑」時間表，限
制即棄塑膠產品的使用之餘，亦須投放資源予社區，推動
更多減塑計劃。
開幕活動完結後，9名化身「走塑大使」的小學生隨即

到鄰近商舖尋找「走塑」小店。六年級生李子軒說：「雖
然我只是一名小學生，但力量絕不微小。我主動叫媽媽帶
我參與推動走塑的活動，曾到灣仔及不同地區要求不同餐
廳提供走塑選擇。」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鄧敏琳指出，該組
織自於去年開始推動餐廳「走塑」，今年再邀請其他小店
加入，不主動派發即棄餐具與膠袋，甚至提供「走塑」優
惠，讓有關意識於社區扎根。
綠色和平本月曾聯同義工於沙田區舉行兩次「尋找走塑

小店」活動，推動街市及麵包店等小店「走塑」，短短兩
日間成功與近百間小店合作。有街市雲吞店店主會為自備
器皿的顧客多送幾隻雲吞；亦有菜檔檔主額外贈送一些蔬
菜給願意走塑的顧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