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鐵憂員工洩密威脅乘客安全
鐵路工會：無同事警員扮暴徒破壞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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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港鐵東涌線一列往東涌列車約5時抵南昌站時，有最少4名戴口罩的男女突
然闖入車尾的駕駛室，更將緊急逃生斜道放到
路軌，致列車服務受阻約50分鐘。9月29日，
港島線一列列車在筲箕灣站埋站上落客期間，
有人衝入車尾駕駛室打開緊急逃生斜道至路軌
上，行車服務一度受影響約半小時。
金澤培前日向員工發信，形容上周五是港鐵
史上最沉重的一天，並譴責暴徒在多個港鐵車
站大肆破壞、蓄意縱火，令車務設施大規模受
損，而有前線同事在執勤時遇襲受傷，更令人
痛心，強調施襲者更應當受到法律制裁。
他還在信中透露，有港鐵同事向外洩露了公
司的保安資訊，並批評有關行為可能會威脅到
其他同事及乘客的安全，指同事即使不認同公
司的措施，亦不能在安全方面作出妥協。
據傳媒報道，外洩資料包括極敏感的列車維
修和操作資料，包括列車逃生門使用方法、如
何破壞輕鐵訊號盒及緊急行車操作資料。
針對暴徒和煽暴派網上散播謠言稱，港鐵職
員及警方有份參與破壞港鐵設施，鐵路工會聯
合會主席林偉強與香港鐵路員工總會公關部主
任麥培東在接受大公文匯全媒體專訪時否認。
麥培東批評，這些謠言是要抹黑港鐵職員，
企圖分化港鐵與市民之間的關係，「員工對車
務十分熟悉，毋須扮暴徒鑿壞設施；鐵路警區
的警員亦對鐵路系統和運作有一定認識，如果
他們要破壞，他們有更多方法可以令港鐵設施
受損。」

倡研派駐警員在站內站崗
港鐵近日除了有大量設施被破壞外，有職員
更被暴徒襲擊，林偉強透露，與公司管理層的
會面期間反映了車站被破壞、維修人手不足及
員工沒有歸屬感等問題，表示已經要求港鐵增
加人手處理封站安排，並建議公司與警方商討
派駐警員在站內站崗，加強車站出入口設施保
安，他指金澤培同意與警方商討安排及研究加
強保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多

個車站上星期五被暴徒大肆破壞及縱

火，列車服務一度全線停駛，港鐵行政

總裁金澤培早前在向員工發送的信中

提及有員工向外洩露公司保安資訊，

並批評做法威脅乘客及員工安全。就

有人聲言港鐵車站近日所受的破壞是

由警方及港鐵職員所扮的暴徒造成，

香港鐵路員工總會反駁謠言，指警方

及港鐵員工具鐵路相關專業知識，若

要破壞根本毋須大費周章扮成暴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4個月的暴徒暴力衝擊
愈演愈烈，全港各區爆發連場大規模騷亂，訪港旅客人數
大挫，商場店舖、食肆要提早關門暫停營業，令生意大受
影響，零售及飲食業正步入寒冬。有飲食業界代表昨日表
示，估計目前已有逾百間食肆倒閉，有2,000從業員受影
響要失業，希望政府可全豁免上年度利得稅。零售管理協
會指，有街舖業主願減租10%至30%，與租客共渡時艱，
她冀政府能促請大商場業主減租，並增加寬免差餉及電費
等措施。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受近4個月的連場暴力衝擊影響，8月份零售業整
體零售額錄得23%跌幅，形容為歷來最「慘痛」跌幅，奢
侈品如鐘錶珠寶等商戶零售額跌幅最嚴重，其次為服裝及
鞋類等。
她續說，9月是傳統零售淡季，預期零售業銷貨額跌幅
收窄，但並不代表市況好轉，料十一黃金周的零售跌幅會
更誇張。現時做生意「絕對唔夠交租」，若情況持續，中
小型零售商店或出現倒閉潮。

有街舖業主願減租30%
謝邱安儀表示，近期有部分街舖業主態度軟化，願意減

租10%至30%，為期兩三個月，但大型商場業主中只有希
慎及太古願意與租戶共渡時艱，提供紓困措施，但有大型
商場如領展和港鐵旗下商場堅持不減租金，她期望政府能
帶頭減租，亦考慮寬減差餉及電費等。
飲食業培訓機構稻苗學會第一副主席馬健亮在同一個節

目上表示，商場及遊客區食肆生意額跌幅最大，如銅鑼灣
及油尖旺區等更是重災區，部分食肆生意額更大跌80%。

飲食業：開始裁減散工
他說，飲食業已開始出現倒閉潮，估計這幾個月超過百

間食肆倒閉，當中約2,000個從業員受影響，不少業界人
士已開始裁減散工、要求長工放無薪假縮減開支。而由於
市道問題，倒閉的食肆亦沒有人願意接手。
馬健亮期望特區政府向一些大企業如領展施壓，呼籲他

們盡社會責任，考慮減租，又希望政府加大力度為商戶提
供水電煤、排污等津貼，並考慮豁免繳交利得稅一年，令
商戶有足夠現金流維持生計。

本港近年經常被拉布
影響，工程量減少導致
建築業界開工不足，最
近沒完沒了的暴力衝擊
更令情況雪上加霜，令

前線工人苦不堪言。有釘板工指出近
年大公司帶頭減薪，其他分包商緊隨
其後，致日薪縮水，但仍算有工開，
但最近「直頭工都無得開」，只能靠
做搬運與餐飲兼職幫補生計。
現年30歲、任職模板工人近6年
的工友羅柱倫表示，拉布影響下每
年遭減薪，但當時正值沙中線、高
鐵等工程旺季，每月開工日數可達
29天，「你未做完這個項目，其他
地盤已經問你開唔開工，多除少補

之下都夠養家。」

被迫做搬運餐飲等兼職
然而，他現在要面對開工不足的

情況，一個月只有10天至12天的工
作，有時一個月都無工開，故被迫
從事搬運、餐飲等兼職，才能養活
一家五口。
至於另一重災工種則是扎鐵工。

扎鐵以往一直予人高薪的觀感，工
會爭取到日薪可達2,000多元。
不過，扎鐵工黎先生透露其實是

「有價無市」，許多散工工友開工
不足，而長工更出現減薪潮，當中
以大工的減幅最高，超過兩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
道）受近期愈演愈烈的暴力衝
擊影響，香港多個行業步入寒
冬，建造業亦不例外。建造業
議會昨日表示，業內14萬名活
躍工友正處於嚴峻情況，特別
是立法會被暴徒惡意破壞，至
今已積壓700多億元的工務工程
撥款未及審批，包括公立醫院
重建、橫洲發展等民生項目，
致工程量不穩、工人開工不
足，影響生計。議會強調，撥
款進度不穩，令行內「一時飽
死、一時餓死」，促請立法會
復會後，加快審批相關撥款。

工程完成量年跌8.4%
建造業議會昨日指出，按原來
政府施工時間表進度，未來10年
建造業將見興旺，惟7月1日立
法會被暴徒惡意破壞後，720億
元的工務工程撥款審批受阻，結
果2018/19財政年度建造工程完
成量反而按年下跌8.4%。
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駒表
示，議會近日參考業界的就業
數據、投標價格及業界意見，
發現大家對行業前景相當憂
慮，議會近日已陸續約見議員
游說，期望社會以香港整體前
途為依歸，盡快批出上述720億
元撥款，減少拉布，維持穩定
建造工程量。
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鄭定寧則
表示，不少未審批工程與民生息

息相關，包括葵涌及威爾斯親王
醫院重建、鯉景道綜合大樓分區
圖書館及安老院舍、橫州等公屋
發展項目，形容相關項目都是無
爭議、刻不容緩的。

業界「一時飽死一時餓死」
他續說，撥款進度時高時

低，業界「一時飽死、一時餓
死」，令行業發展受到障礙，
「因為我們所有行業公司很難
在此環境下做好營商規劃，或
投放資源培訓、利用創新科技
等。」
建造商會第一副會長林建榮

補充，建造業一環扣一環，持
續推動工程是必需，他又指，
近日已有大型企業開始對行內
的專業人士如測量師等凍薪或
裁員。
工程量不足最大影響的，一

定是前線打工仔。建造業議會
成員周聯僑指出，建造業最新
的失業率為4.7%，相比其他工
種稍高1個百分點，部分工人需
減薪，甚至轉行，比如與2018
年同期比較，砌磚工人薪金下
跌14%、金屬模板裝嵌工亦下
跌7.5%；即使沒減薪，亦會面
對開工不足的問題，扎鐵及釘
板等屬重災區。「有扎鐵工由
以往一個月開25天工，減至10
天至15天，以1,000元日薪計
算 ， 月 薪 由 25,000 元 減 至
10,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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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板工嘆暴衝累無工開

建造業促速批700億工程撥款

 &

■建造業議會呼籲社會應以本港整體前途為依歸，促請立法會復會後，加快
審批工程撥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文森）有煽暴
派中人做「實
驗」，拍片指
被停用的增值
機仍然可以為
八達通卡增
值，更據此質
疑港鐵誇大車
站受損情況，
以博取輿論同
情。有港鐵高
級技術員昨日致電電台節目
解釋，八達通增值機的熒幕
遭破壞，職員不能查看記
錄，因而有需要停用。
經過連串暴力衝擊，港鐵

大部分車站雖然已經重新開
放，但列車服務時間連續多
日須提早結束，以騰空更多
時間讓車務及工程團隊繼續
餘下修復工作。不過，有煽
暴派單憑一張張站外拍攝的
照片，就聲稱包括觀塘站等
港鐵車站根本「完好無缺」
而質疑港鐵「扮嘢」。
該名港鐵高級技術員在電台

節目中解釋，觀塘站雖然仍有
客務中心未被焚毀，但若車站
開放，在被焚客務中心所在大
堂的乘客遇上票務問題需處理

時要經過月台才能到達另一邊
大堂處理問題，有可能引起混
亂。
他續說，觀塘站內的重要

設備曾經被濃煙燻到，滅火
系統要花時間尋找供應商補
充，車站因而未能重開，而
該站所受的破壞一次比一次
嚴重，估計車站的維修工作
難以在一兩天內完成。

人手零件不足 望市民體諒
該港鐵職員直言，公司的維

修人員數目一向不足夠，而多
個車站接連受破壞亦耗盡出入
閘機等設施的後備零件，即使
港鐵即時增聘人手，亦不可能
即時完成復修。維修人員近日
已經加班工作，他期望市民可
以體諒。

討好暴徒，從來沒有好
結果。黑衣暴徒接連破壞
公共設施，包括地鐵及交
通燈等，此前撐暴徒的香
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

有昨日在社交平台的個人專頁發表帖
文，呼籲各方不要破壞地鐵及交通燈，
並質疑破壞這些設施與「運動」所追求
的目標有何關係。此言一出，即時觸怒
暴徒及煽暴派攻擊，有人乘機再次散佈
破壞有關設施者是「臥底警員」的謠
言，有人更人身攻擊，揶揄莊陳有根本
看不到回應。
莊陳有近期頻頻在fb發帖撐暴徒。此

前，他就太子站清場事件發帖「譴責警察
暴力」，稱警員在太子站「無差別打人，
以執法的名義，做非法的勾當」，「與元
朗白衣人有何區別？」他又曾發起網上聯
署，譴責警員「濫用兒童保護令」，稱
「香港兒童的各種權利受到剝削」，「違
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云云。

指弱勢群體需要設備
以為與暴徒站在同一陣線就「天下無
敵」？針對港鐵等公共設施不斷受暴徒破
壞，莊陳有昨日忍不住發帖呼籲：「請不
要破壞地鐵及交通燈，失明的朋友，坐輪
椅的朋友，行動不便的朋友，推着BB車的
朋友，長者，都很需要這些設備。」

質疑毀設施與「運動」目標無關
他不敢與暴徒割席，只得含糊其詞地
稱：「我們不知道是誰做的，是臥底也
好，是鬼也好，是示威者也好，我深切希
望大家珍惜這些公共設施，……其實破壞
這些設施，與追求『運動』的目標又有什
麼關係呢？結果一些弱勢群體，變成受害
者。」
以為暴徒真係尊重言論自由？以為撐過

暴徒就可以講佢哋唔啱聽嘅說話？好心幾
廿歲人就唔好咁多幻想啦！不少暴徒及縱
暴派中人就留言批評莊陳有。
「星野兎三」刻薄地稱：「身體唔健全

更唔應該搭。黨鐵放狗入地鐵殺人，你班
殘障點走得切？仲要累埋救你的義民。」
「Eric Mo」也道：「點呀，繁忙時間塞
架電動輪椅上巴士坐兩個站，用納稅人嘅錢
去酒茶。企係（喺）人地（哋）角度諗？10
點後去飲唔得嘅。殘等同有特權？」
有人就假消息上腦。「Alex Lo」道：
「老實說你很自私，只在自己受影響的東
西發聲，有甘（咁）多浮屍你唔出
聲？……事到如今如果你不明白為何有這
樣破壞，你之前有幾關心香港？有幾了解
香港人。」「Jessie Michèle Luk」更人身
攻擊：「其實係（喺）呢度回應，莊先生
睇唔睇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陳川

籲勿毀港鐵交通燈 莊陳有遭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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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港鐵高級技術員解釋，八達通增值機的熒
幕遭破壞，職員不能查看記錄，因而有需要停
用。 資料圖片

■港鐵職員和警員守護
設施，拒絕暴徒闖入破
壞。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