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香港新聞 文匯論壇 社團新聞 中國新聞 玩轉粵港澳 文匯副刊 台海新聞 國際新聞

A1

文 匯要聞

■責任編輯：郝原 ■版面設計：美術部

■ 港鐵公司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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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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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晴乾燥 日間酷熱

己亥年八月廿二 廿五秋分 氣溫 26-33℃ 濕度 50-80%
港字第 25385 今日出紙 3 疊 10 張半 港售 10 元

■歐陽伯權表示，港鐵支持警隊維持治安，絕不畏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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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 3 個多月的暴力事件，令通車 40 周年的港鐵被推進風口浪
尖之中，由最初因為安排列車送暴徒離開暴力現場，被謔稱是「幫
兇」；到後來配合警方執法行動，暴徒隨即反面無情，大肆破壞港
鐵設施，辱罵甚至毒打職員及乘客，以至鼓吹跳閘逃票等。今年 7
月剛接任港鐵公司主席的歐陽伯權，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承認，當初「暴徒列車」的安排的確「好肉酸」，如今與暴力割
席，成為暴徒針對破壞的對象，暴衝最少造成數千萬元設施損毀，
但港鐵不會畏縮，會繼續支持警隊維持治安。他語重心長地表示，
港鐵是真正屬於香港製造的成功品牌，希望港人珍惜與愛護它，不
要將幾代人打造的成果「推落海」。

煽暴派以反修例作幌子摧毀社會秩序和
法治，港鐵亦被捲入政治漩渦，由風

波爆發初期被指向暴徒提供免費逃走專列
而備受批評，到最近與暴力割席，成為暴
徒宣洩、大肆破壞的對象。歐陽伯權在接
受專訪時直言，對港鐵在這場風波中被
「夾在中間」成為磨心，感到非常無奈。

坦承無處理大型群眾活動經驗
他解釋，港鐵只是提供公共交通服務的
機構，前線人員擔當的是疏導和引領乘客
的工作，執行附例時也只處理如逃票或醉
酒鬧事等輕微違規事宜，嚴重治安問題需
交由警方處理，故整個架構均沒有想過要
處理如此大型的群眾活動。正因首次處理
這類「陌生」事件，手法生疏，故遭受不
少批評。
被問及港鐵在暴力衝擊期間安排列車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歐陽伯權坦承，列車運載暴徒事件令他感到「好肉酸」。 資料圖片

載施暴者，歐陽伯權坦言，有關影像「好
肉酸」，就如「有人在餐廳吃完東西不付
錢還大肆破壞，仍找車送他回家」一樣。
他解釋，作此安排乃因當時路面交通受
阻，卻有需要疏散人群，故作出列車安
排，並強調當時絕無政治考慮，對於此做
法予人惡劣觀感，他表示歉意。
在備受批評後，港鐵已痛定思痛，改善
安排。同時，近期增聘大量保安人員，除
給予市民必須守法的信息，不要再作出破
壞設施和跳閘逃票等行為，也希望讓前線
員工明白，公司會採取措施保障他們的安
全，讓他們可安心工作。

逾90車站被毀 損失數千萬元
有煽暴派以至暴徒均聲言警員在 8 月 31
日港鐵太子站清場時「殺咗人」，並要求
港鐵公開當晚太子站的閉路電視片段，並

以港鐵拒交片段為由多次肆意破壞港鐵設
施，歐陽伯權重申，由於涉及私隱問題，
需要非常小心處理，並強調港鐵是守法的
機構，必定依法辦事，完全配合經法律程
序的要求，絕不會隱瞞任何事件。
歐陽伯權承認，雖然港鐵已獲法庭頒發禁
制令以防止服務受阻，本以為是「撒手
鐧」，惟實際效用不大，至今已有 90 多個
車站的設施受影響，估計財政損失高達數千
萬元，還未計算服務屢停所減少的客量。惟
他表明，港鐵的票價加減是按既定方程式計
算，故有關損失不會轉嫁予乘客身上。
他指出，港鐵肯定是其中一個真正屬於
「香港製造」的成功品牌，是經過多年來
很多港人的不斷努力打造的成果，故盼獲
市民珍惜與愛護，不要將它「推落海」。
而無論面對多少困難，港鐵也絕對不會畏
縮，並會堅定地繼續向前行。

退休後「出山」無怨亦無悔
在商界打滾四十多年
的歐陽伯權，退休後
「出山」執掌明知是燙
手山芋的港鐵公司，其
初心只是希望回饋社會。面對目前如
此艱巨的局面，他坦言有時也不知
如何解決，但從未抱怨，也沒有後
悔，承諾會以良心做事，但求問心
無愧應對未
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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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港鐵主席歐陽伯權：望珍惜港人成功品牌

昔載暴徒太肉酸
太肉酸
今撐警隊不畏縮

已退休近 3 年的歐陽伯權談起為何
受邀加入港鐵時表示，以往一直樂意
擔任公職，雖然已是快樂退休人，但
政府提出邀請，希望他可藉着其擔任
企業管理逾四十載的經驗，加入港鐵
「睇一睇、執一執」，他也覺得自己
在此年紀仍有機會回饋社會，樂意接
受挑戰。
惟他坦言，做夢也想不到香港會
出現如此嚴峻的情況，港鐵亦無端
捲入政治漩渦，令他感到非常艱

辛，更需面對以往從來沒有經歷過
的局面和千頭萬緒的問題，有時也
不知應如何解決。

憑良心做事 願接受挑戰
但他指，自己從未因此抱怨，也沒
有後悔加入港鐵，他會以良心做事，
但求問心無愧，以應對未來的挑戰，
因他所做都是為了香港、為了港鐵這
家為港人帶來驕傲的公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暴衝重挫旅業
高鐵客量跌3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廣深
港高鐵 ( 香港段 ) 將於下周一迎來通車
一周年，但受到近月的政治事件影響，
客量大跌，上月更見通車以來新低，日
均客量僅 37,623 人次，比高峰期時下跌
36%。歐陽伯權承認，原本高鐵的發展
勢頭良好，惟近期客量大跌，未來將會
推出更多推廣活動，吸引乘客選搭。他
直言，現時香港及與旅遊相關業務均備
受打擊，預期復原時間勢必以月計，盼
政府帶頭與業界合作，渡過難關。

治事件影響，旅客量不斷下跌，全港所
有與旅遊相關的行業，例如酒店、零售
及餐飲業等均「散晒」，高鐵也不能獨
善其身，客量同樣大受影響，情況是他
們無法控制。
他表明，現時港鐵只能繼續努力做好
自己的工作，希望今次風波可以盡快平
息，屆時他們會推出更多推廣活動，吸引
乘客再選乘高鐵。至於高鐵地鐵化、增加
站點、提供更多票價優惠等工作，港鐵亦
會持續進行研究，如可行即會推出。

通車後原本保持良好勢頭

倡政府攜手業界應對

特區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截至上
月，即高鐵通車 11 個月以來，平均每日
客量 52,102 人次；上月單月的客量見通
車以來新低，日均客量僅 37,623 人次，
比起今年 4 月高峰期時的 58,584 人次，
下跌達36%。
歐陽伯權表示，高鐵通車時發展勢頭
良好，客量一直慢慢增長，惟受近月政

惟他坦言，香港經濟受到如此沉重打
擊，復原時間不會是幾天之內的事，勢
必以月計，旅遊相關行業也不例外，但
若只有港鐵出力，並不足夠，政府及各
行各業均需出一分力，建議應由政府帶
頭，全方位與業界合作，共同面對衝
擊，否則復原時間將會更緩慢及遇到更
多阻滯。

事故醜聞頻發
重在汲取教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港鐵
近年多次出現嚴重事故，紅磡站工程醜
聞令沙中線遲遲未能竣工，新信號系統
欠妥亦令測試中的列車相撞，日前更發
生列車脫軌甩卡事件。歐陽伯權坦言，
這些事件有損公眾對港鐵的信心，但大
機構出錯是難以避免，最重要的是知錯
能改，汲取教訓，不要再重蹈覆轍，否
則將不會再獲原諒。

大機構錯難免 知錯能改

■ 暴亂百日來
暴亂百日來，
，港鐵 90 多個
車站設施受破壞 ， 估計損失
車站設施受破壞，
高達數千萬元。
高達數千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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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早前公佈爭取沙中線於明年首季
局部通車，顯徑、鑽石山、啟德 3 個新
車站將率先啟用，歐陽伯權表示相關籌
備工作正全速推展，有信心可按時間表
進行。至於紅磡站問題，則要留待獨立
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當確認紅磡站
結構安全及進行所需修補工程後，大圍
至紅磡段可望於2021年底前通車。
他承認，多次發生重大的安全事故，已

動搖市民對港鐵的信心，但如果說有大機
構從不出錯是「呃緊你」，最重要是知錯
能改，汲取教訓，不要再重蹈覆轍。

業務以港為家 拓展國際
從公佈就任到正式上任近半年，據歐陽
伯權觀察，港鐵仍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
方，其中包括因公司是大機構，這些年來
不斷增長，公司架構出現重疊，「現時的
架構已維持多年，市場亦不斷演變，故架
構也需向前走，以適應社會的需求，但絕
對不能為改而改，需要配合時機，董事局
已就此與管理層緊密溝通。」
他表明，雖然國際業務對港鐵日後的
發展和增長非常重要，但港鐵以香港為
家，因此必須做好本地的業務，才能有
更好的條件向外發展，「因為唔係過江
龍又怎能與地頭蟲較量？」他正與港鐵
行政總裁金澤培商討逐個市場進行分
析，以研究如何作出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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