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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中線明年初局部通車
先開通大圍至啟德 大圍至紅磡段爭取 2021 年底通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顏倫樂）

結構報告部分要點

工程質量出現問題的港鐵沙中線將於明年局

■全面結構評估結果顯示，紅磡站擴
建部分結構確認安全，可繼續進行建
造工程

部通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日宣佈，
特區政府已接納港鐵公司提交有關紅磡站工

■車站設計符合相關作業守則，但有
施工質量未符要求的位置，需採取適
當措施，以確保結構符合守則及工程
合約要求

程的兩份報告，紅磡站擴建部分毋須拆卸，
但需進行加固工程，其間大圍站至啟德站將
率先開通，命名為「屯馬線一期」，最快於
明年首季啟用。至於大圍至紅磡段則爭取在
2021 年底前全線通車。港鐵昨日股價雖再
創新高，但收市後卻發出盈利警告，主要是
受為紅磡站擴建部分的施工質量被指出現問
題的相關費用作出 20 億元撥備等影響。
帆昨日聯同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等會見傳媒時公
佈，港鐵昨日正式向政府提交有關紅磡站工程的
全面評估，以及紅磡站北面與南面連接隧道以及列車
停放處的工程核實工作的最終報告。政府接納兩份報
告的內容和建議，包括紅磡站擴建部分毋須拆卸，但
需進行一系列加固工程和措施，以符合屋宇署的作業
守則，以及沙中線工程合約所規定的要求，並於完工
後輔以長期監察措施。
他引述港鐵的初步估算，加固工程最快在 2020 年底
至 2021 年初完成，其後需在全線進行測試及試運行。
港鐵會盡量爭取縮短各項工序所需時間，爭取「大圍
至紅磡段」於 2021 年底前全線通車。至於「紅磡至金
鐘段」的目標通車日期則需再作評估。
為讓市民盡早使用新鐵路，陳帆表示，政府早前要
求港鐵就局部通車進行研究。港鐵充分考慮安全和其
他營運可行性因素後，建議先啟用顯徑站、鑽石山站
擴建部分及啟德站3個新車站，政府同意。

陳

港鐵撥 20 億元作工程通車開支
他表示，港鐵在未來數月會就局部通車積極進行最
終測試及試運行，目標是在明年首季局部通車。屆時

公共交通服務會作出相應配合，以方便土瓜灣區居民
使用新鐵路。
他透露，涉及紅磡站工程及局部通車的開支估算約20
億元，會由港鐵支付。至於整個沙中線項目涉及的開支，
政府會繼續與港鐵嚴肅跟進，以達至整體解決方案。

大圍至鑽石山車程可短 10 分鐘
陳帆又指，港鐵沙中線局部開通後，繁忙時間來往大
圍站到啟德站的班次約3分半鐘一班列車；由大圍站至
鑽石山站的乘車時間，將比現時縮短 10 分鐘。陳帆相
信此舉將可疏導東鐵線在高峰期的人流。對於路線未能
開通至土瓜灣，港鐵則解釋有實際困難。
金澤培就表示，根據報告結論，紅磡站結構可令建造
工程安全進行，惟須實施適當措施處理工程的不足，港
鐵會制定長遠監察計劃，持續監察結構完整性。港鐵工
程總監包立聲亦表示，無論加固工程由誰負責，工程均
受到嚴謹監督，以確保工程適當地進行。

港鐵發盈利警告
港鐵昨日股價再創新高，收市報 55.7 元，但收市後
卻發盈利警告，為 2000 年上市後發出的首個盈警，主
要是為紅磡站擴建部分的施工質量被指出現問題的相
關費用作出 20 億元撥備，以及就英國合營鐵路專營權
作出4.3億元撥備，合共涉及24.3億元，相當於去年上
半年綜合利潤的約52%。

豬商促簡化檢疫 穩定活豬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內地供港活豬數量近
月大幅減少，豬肉批發價一度升至每擔超過 4,000 元的
歷史新高，不單令市民要「捱貴豬」，亦影響大批活
豬業界的生計，有專門運送活豬的公司更已經結業，
香港豬肉行總商會與另外 7 個業界商會及公司昨日召開
記者會，要求政府與內地政府加強溝通，並考慮簡化
檢驗程序及改善「日日清」做法，令活豬供應可以回
復穩定。
香港市場每日需要 3,800 頭至 4,000 頭活豬才能維持
供求平衡，不過，自 5 月上水屠房先後兩次驗出有內
地供港豬隻帶有非洲豬瘟病毒後，每日供港內地活豬
大跌超過一半，現時只有不足 1,800 頭供港。

料令逾百人暫時失業
活豬供應減少直接影響從業員的生計，從事豬隻運
送的聯豐運輸公司指，按照衛生條例，運送活豬及活
牛的車輛不能運送其他貨物，「現時經營十分困難，
有公司已經因而結業。」豬肉買手及豬肉切割員等亦
有逾百人面臨開工不足，或暫時失業。
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表示，業內不少人
均是家中經濟支柱，現時均生活於惶恐中，批評政府
的檢疫政策過於嚴苛，「有內地豬農表示增加供應原
本不是問題，但怕送豬到香港後，豬農便擔驚受怕、
不能入睡，怕只怕又爆豬瘟。」

■豬肉業界要求政府檢視現行檢疫政策
豬肉業界要求政府檢視現行檢疫政策，
，以增加內地
供港活豬數量。
供港活豬數量
。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許偉堅承認食物安全重要，但指非洲豬瘟只對豬有
影響，不會傳染人類。
他指過往兩隻被驗出帶有非洲豬瘟病毒的豬隻在內
地進行檢疫時均沒有發現問題，期望特區政府可以檢
視現行檢疫尺度，與內地相關部門協商找出兩地政府
及豬農共同接受的尺度，並進一步完善「日日清」制
度。
豬肉業界期望，內地政府可以撤銷每個地區每日只
有一個豬場可以有活豬供港的安排，令活豬供應回復
至昔日的七成水平，足已穩定豬肉價格。
他們又指若業界被迫至「無路可走」，不排除會發
起示威，甚至擬圍堵政府總部。

逾80%師曾處理校園欺凌 教聯會促政府正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在香港有關嚴重校園欺
凌情況不時發生，教聯會 6 月底訪問了 250 名中小學及
幼稚園教師，超過八成人過去半年曾處理學生欺凌的
問題，當中以言語性欺凌及排斥性欺凌最常發生；近
九成受訪教師亦直言，部分學生分不清欺凌與嬉戲，
三成人更指校內有教師遭學生欺凌情況。該會促請教
育局正視校園欺凌，並盡快推出更多有效的預防措
施。

■東西走廊月台層板與連續牆接駁位
置的 24 個位置中，有 8 個與實際建造
不符

■陳帆（右）公佈港鐵沙中線於明年首季局部通車的
安排。左為金澤培。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指，校園欺凌對受害者造成嚴
重身心傷害，促請教育局正視並推出更多反欺凌措
施，包括加強品德及生命教育，並定期向全港學校進
行調查，了解欺凌情況及成因，學校亦需要更新處理
欺凌的指引，讓前線教師有所依循。
而在學生層面，則可擬為受欺凌學生設立熱線，專
門處理相關投訴，及分別向欺凌者及被欺凌者提供適
切心理輔導。

■港鐵沙中線將於明年首季先開通大圍站至啟德站（圖）一段，命名為
「屯馬線一期」。
資料圖片

民建聯促推車費減免紓民不便
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及交通事務發言
&
人陳恒鑌表示，土
瓜灣、紅磡一帶的
居民引頸以待大圍
至紅磡段能盡快開通，改善當
區交通，如今願望落空，希望
港鐵能積極優先解決紅磡站車
輛調頭問題，使宋皇臺站及土
瓜灣站能盡快開通。同時要求
港鐵公司提供補償措施，包括
透過特惠站或其他方式，為受
影響居民提供車費減免優惠，
以及提供來回啟德站或何文田
站的免費車輛接駁服務等。
同時，民建聯強烈要求港鐵必
須盡快妥善完成現時進行中的安
全結構補救工作，並且以最嚴謹

的要求進行驗收，確保工程結構
安全。另外，港鐵作為項目的管
理人，卻未能有效做好監督工
作，是嚴重失職，港鐵公司除了
承擔20億元用於各項維修加固工
程開支外，政府必須同時向港鐵
追究責任，包括扣減項目管理
費，以及對港鐵施以罰款等。政
府也應該加快相關執法機構的刑
事調查，將所有違法者繩之以
法。
政府亦應協助受工程影響樓
宇結構及安全的當區住客及商
戶追討維修費用，包括延續
「港鐵土瓜灣站社區支援計
劃」並增加賠償金額至合理水
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東西走廊及南北走廊的月台層板螺
絲帽欠妥比率，分別為不多於 36.6%
及33.2%
■約 12%檢查區域出現淺層蜂窩狀現
象，約 7%出現較深層蜂窩狀現象，
可能與混凝土施工質量欠妥有關
■多個區域需採取適當措施，包括車
站南端機房範圍，需局部加厚鋼筋混
凝土層板，於軌旁混凝土安裝約 20
支鋼支撐架，及於後勤房間安裝 4 支
鋼柱
■由於箍筋安裝的不足，車站區域個
別位置將加裝螺栓及用鋼板穩固頂部
及底部，預計涉及約10平方米
■跟進措施詳情需視乎詳細設計，並
須提交予政府審批及獲同意，預計有
關工序需時4個月至6個月
■獲得政府正式接納後，預計需時 9
個月至12個月完成上述工程
■資料來源：紅磡站擴建部分全面評
估策略最終報告、南北面連接隧道與
紅磡列車停放處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入境處：新身份證多重措施保私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坊
間有團體向市民免費派發聲稱可
以 阻 隔 射 頻 識 別 （RFID） 的 卡
套，以防止新智能身份證的個人
資料被非法讀取。入境處指，並
無收到新智能身份證的個人資料
被非法讀取的個案，重申新智能
身份證已採用多重保安措施，可
全面保障身份證晶片內儲存個人
資料的私隱，而核實身份的程序
亦絕對安全準確。
入境處表示，新智能身份證晶
片的個人資料只有認可光學閱讀
器方能讀取；在沒有授權證書和
特定運算程式的情況下，技術如
何精密的閱讀器均不可能讀取新

智能身份證的晶片資料。
此外，讀取晶片資料必須由持
證人取出新智能身份證，並放在
獲授權光學閱讀器上，結合光學
閱讀器與無線傳輸技術方可進
行。進行通訊前，晶片和閱讀器
會先確定對方身份，方能進行讀
取。整個通訊和資料傳送過程會
雙重加密。
新智能身份證晶片屬被動型，
即不附設獨立電池。晶片沒有電
源，不能自行傳送任何信號。在
整個通訊和資料傳送過程中，晶
片和閱讀器間距離必須少於兩厘
米。因此，沒有人可在持證人沒
有取出智能身份證或不察覺的情

況下，隔空讀取晶片資料。
另外，對於網上討論區有傳言
指，入境事務處每日有 150 個單程
證和 150 個專才預留配額，入境處
澄清並非事實，該處並無有關安
排。
入境處重申，讓剛獲批居留權
的市民在領取居留權後可選擇即
時前往人事登記處辦理永久性居
民身份證手續，只為便利這些已
按預約時間辦理領取居留權手續
的市民，免卻他們另行安排再次
前往該處辦理換領永久性居民身
份證手續。有關安排並不會對其
他居民正常辦理身份證手續造成
任何影響。

動漫節下周開鑼 展商預售珍藏版Game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
瑩）香港動漫電玩節下周五（26
日）開鑼，參展商除了推出多項
折扣優惠及頭籌獎品谷客外，今
年更會發售動漫迷引頸以待的限
量版模型，以及預售今年 11 月推
出市面的特別版及珍藏版《Death
Stranding》遊戲。大會安排明晨
（周六）派籌，不過，有動漫迷
為了排頭位入場搶購心頭好，日
前已到場外霸位輪候籌號，足足
提早三四天。

明派 500 籌 設實名登記
今年動漫節現場將有大批限量版
商品發售，大會安排明天上午 9 時
30分開始於旺角麥花臣場館派籌，
為首 500 名於展覽首日入場的人等
進行實名登記，並憑大會發出的頭
籌卡核對資料按順序入場。
香港動漫電玩節行政總裁梁中
本表示，日前已有動漫迷排隊等
籌，「但其實參展商仍未完全公
佈限量品的名額。」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HK Limited 總經理趙善盈表示，
早前推出的 500 個 PS4 Pro 升級優
惠名額已滿額。為答謝機迷的支
持，展覽首天頭 3 名於 PlayStation
銷 售 專 櫃 購 買 PS4 主 機 及 預 訂
《Death Stranding》 藍 光 光 碟 珍

■多個參展商推出會場限定優惠
多個參展商推出會場限定優惠。
。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藏版的顧客，即可自由選擇一份
額外禮品。
此外，Sony 公佈將於會場內率
先公開 1,500 個名額，預售今年 11
月 8 日公開發售由著名日本遊戲創
作人小島秀夫創作的 PlayStation4
《Death Stranding》 ， 分 別 有 藍
關光碟普通版（$468）、藍光光
碟特別版（$568）及藍光光碟珍
藏版（$1,488），當中特別版及珍
藏版含有特別的裝備能於遊戲途
中進行解鎖。
Samsung 亦為答謝機迷支持，
於展覽首日將向首 3 名頭籌卡的入

場者預備超過 8,000 元的禮品，包
括 Galaxy S10 + 手 機 、 Galaxy
Buds及PUBG禮品。

「電競嘉年華」讓機迷顯身手
為迎合電競的熱潮，動漫節亦
舉辦「第二屆電競嘉年華」及手
遊 電 競 亞 洲 群 英 賽 ACGHK ×
Nova， 讓 一 眾 素 人 機 迷 大 顯 身
手，贏取超過24萬元獎品。
今年同場有旅發局舉辦的「香
港電競音樂節」，因此大會實行
一票通行，讓電玩及電競迷能以
一張票的價錢參與兩個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