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黑
暴和新冠病毒疫情重創本港的經濟，
不少僱主以不景氣為由拖欠僱員薪
金，僱員則本着與公司共度時艱的心
態答允，結果被拖欠愈來愈多薪金。
工聯會勞工服務中心昨日表示，中心
過去一年協助 220 名打工仔申索近
550萬元欠薪，當中有人被拖欠超過
300萬元，並發現不少僱員在持續被
僱主欠薪的情況下，因擔心僱主不發
放欠薪而未敢離職，當中有僱員被拖
欠超過兩年薪金。中心提醒員工應設
職場欠薪警戒線，警戒線可參考破欠
基金的3.6萬元為指標。
任職廚師的楊先生遭僱主拖欠一個
多月薪金，去年12月離職後進行申
索。他憶述當時老闆表示「經濟唔
好，（薪金）爭住先，遲吓出番。」
他續指，不少員工都本着幫公司的心
態，卻被持續拖欠薪金，最終其公司

被法庭「封舖」，並發現不少僱員都
不知破欠基金上限為3.6萬元。

拖欠逾年僅取回60多萬
勞工服務中心總幹事關勝傑引述曾

協助的個案，表示一名事主任銷售職
位，底薪約3萬元，持續被公司拖欠超
過一年薪金，欠薪連同假期工資，金
額涉及337萬元。他在中心協助下於勞
資審裁處獲判勝訴，但只能取回60多
萬元欠薪，餘下270萬元卻因公司清盤
而未能取回。
關勝傑表示，被拖欠薪金的僱員普

遍因擔心一旦離開公司，僱主便不會
發放欠薪，當欠薪金額愈大和拖欠時
間愈長，其恐懼感和無力感也會增
加，以致不敢離職。他建議，僱員應
以破欠基金欠薪特惠款項上限3.6萬
元，作為警戒線參考指標，如不幸持
續被僱主欠薪，應認真考慮公司和個

人前途問題，有需要更可引用僱傭條
例第十A 條，以欠薪超過一個月視為
被公司變相解僱，而毋須給予公司通
知期而即時離職，避免泥足深陷。

工聯提醒離職前搜證追討
他又提醒一眾僱員，若不幸被拖欠薪

金，盡可能在正式離職前搜集足夠文件
和資料，以預備日後向僱主進行申索或
向勞工處申請破欠基金之用，包括僱傭
合約、出糧記錄、出勤記錄、公司發出
的信件，WhatsApp記錄等。他又表示，
以現金支薪的僱員，亦可在每次出糧日
把薪金存入銀行，以自製入息記錄，因
持續一段時間可成穩定記錄，或可作為
證明。
被拖欠薪金僱員須成功入稟強制清

盤，勞工處才會展開申請破產欠薪保
障基金程序。關勝傑建議，勞工處可
在僱主填上「無能力支付薪金聲明」

時，立即開展申請程序，以減少六星
期至十星期的申請時間，令僱員盡快
獲得「救命錢」。
勞工服務中心執行幹事陳家慧表示，

過去一年協助申索額最高項目，依次為
欠薪，涉及151名僱員和2,371,057元；
其次為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和終止僱傭
金的解僱補償，涉及 36 名僱員共
1,454,501元；休息日涉及八名僱員共
604,567元；代通知金涉及63名僱員共
594,086.67元；以及法定假日，涉及22
名僱員共554,082.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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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研設專責鐵路部門
陳帆：已聘顧問公司檢視工程優劣 報告明年初公開

香港雲講堂和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昨日
聯合舉辦「香港鐵路未來發展線上論壇」，

邀請陳帆、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香港鐵路運輸專
業人員協會主席張年生、工程師學會土木工程分部
前主席鍾小平、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和盧偉國出席。

監管工程質量施工期成本
陳帆在論壇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
期望專責處理鐵路事宜的新部門，可以在下一項新
鐵路工程開展前成立，對鐵路工程質量、施工期及
成本控制方面作出全面監管。
被問及如何挽回市民對沙中綫的信心，陳帆強

調，鐵路項目的建造和監管制度十分嚴謹，項目完
成後有多個驗證、驗收工序，如作為承辦商的港鐵
公司會做竣工驗收；屋宇署會跟進項目的結構、設
計安全；消防處會檢測防火、緊急通道；機電工程
署則嚴格測檢鐵路營運安全、信號系統、路軌安全
等，項目還需要多次營運測試才可投入服務。他期
望經過上述多次詳細測試、嚴謹程序，市民願意接
受沙中綫，一步一步重拾信心。
陳帆並在論壇上交代《鐵路發展策略2014》提

出的鐵路項目進展，承認有延期，解釋由於規劃需
時，加上要考慮財政及營運可行性問題，故難在短
時間內完成。他又指出，政府早前已表明東涌西延
綫及屯門南延綫將進行詳細規劃及設計，目標分別
在2029年及2030年完工，如果當中詳細規劃做得
仔細，則可更快完成，而今個財政年度內亦會考慮
北環綫的問題。
他並透露，港鐵已完成東九龍綫報告，但由於走
線的地勢太斜，不適合列車行走，港鐵因此要繼續
研究是否有新技術可突破技術限制。他說，由於今
時今日的人口密度高，加上地底地面有不少設施和
建築，鐵路要穿越住宅和商業樓宇，需要仔細研究

一切保護工作。
對社會上有人聲稱政府過於側重鐵路發展，其他

公共交通工具被忽視，陳帆重申鐵路是公共交通系
統的骨幹，再以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如巴士、小巴互
相配套，這種規劃是從公眾利益、運輸利益去考
慮，絕對沒有偏袒：「一列鐵路可承載2,000人，
巴士只有100多人，小巴更只有19人。」
他直言，各交通工具的市場份額亦非社會想像那

麼懸殊，鐵路至今仍佔公共交通系統的43%，即每
日客量為540多萬人次；巴士每日400多萬；小巴
每日亦有200多萬人次。

盧偉國：古洞站洪水橋站無影
不過，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每次提起《鐵路

發展策略2014》都心中有氣，策略中有七個鐵路
項目，至今過了六年仍只得東涌西延綫同屯門南延
綫有實質進展，「明明有好幾個項目係非做不可，
如古洞北粉嶺北的基建已開始、洪水橋發展22億
元前期亦撥款通過，但落馬洲支綫增設古洞站、洪
水橋站，家仍然影都無。」他認為問題源於政府
各部門在城市規劃上各自為政，「古洞北粉嶺北土
地開發就係發展局，但相關交通又去咗運輸及房屋
局，兩者無溝通配合。」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亦質疑《鐵路發展策略

2014》進度太慢，並關注鐵路成本控制問題，如高
鐵造價最後由600多億元增至800多億元：「港鐵
作為承辦商超咗支，咪去立法會撳（提款）機囉，
立法會又會覺得我哋無可能爛尾㗎，唯有含淚投票
支持，好似無一個好強嘅誘因去令港鐵、顧問公司
慳得一蚊得一蚊，去睇住盤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
港鐵沙中綫紅磡站自2018年被揭
一連串工程問題，立法會要求政
府追究責任並拒付額外的項目管
理費予港鐵；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亦表示，政府態度非常清
楚，對紅磡站約20億元的加固工

程費用，以及沙中綫逾13億元的
額外項目管理費將「分毫不
付」。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明
白政府和立法會的看法，但強調
港鐵都有「自己嘅睇法」，將按
合約去處理相關費用事宜：「正
常嘅合約，有好多程序需要處
理，（糾紛）需要好長時間先有
結果，有啲公司會停晒工（等結
果），但為咗盡快完成項目，港
鐵家係會先出錢。」
金澤培續說，港鐵在履行沙中綫

合約中有不少不足的地方，但已一
一作出改善，包括落實沙中綫獨立
調查委員會的多方面建議，如數碼
化、文件處理 現場監督等。
對於有批評指沙中綫之所以會

出現層層錯漏，是因港鐵要同時

負責高鐵、沙中綫等多項工程，
導致「消化不良」，港鐵未來會
否又重蹈覆轍，同時進行多個鐵
路項目？金澤培承認太多太大規
模的項目同時進行，會造成一定
壓力，但目前未能斷言否決：
「喺唔同工程程序需要唔同專
才，唔同性質嘅工程亦都係需要
唔同專才，比如（個工程）多地
底部分，就要多地質專才，如果
（個工程）多地面部分就要另一
類專才，如果工程安排得宜，仍
可能同時起多條鐵路。」
此外，黑暴對港鐵的衝擊漸減，

金澤培直言港鐵運作已回復正常，
他再次感謝港鐵1.8萬名員工，他又
稱新冠肺炎疫情是另一挑戰，冀員
工仍然做好本分，為香港提供安
全、可靠、便捷的服務。

金澤培：港鐵按沙中綫合約先出錢

■金澤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
建聯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
政府為 60歲至 64歲的長者增設
「銀齡咭」，讓該年齡層的長者
可享有 2 元或半價乘搭車船優
惠、可申請成為衞生署轄下長者
健康中心會員，每年享有一次免
費身體檢查服務等。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立法會議

員鄭泳舜、柯創盛，區議員顏汶
羽等聯同 10 多名市民到政總請
願，要求政府為60歲至64歲長者
增設「銀齡咭」。
他們解釋，香港現時普遍退休

年齡為60歲，但政府就長者政策
的劃線劃在65歲，65歲或以上長
者才能享用長者福利如乘車優惠
等，60歲至64歲「銀齡一族」的
需要被忽略。這些長者在現行退
休安排下多難在市場繼續工作，
部分缺乏家庭支援及經濟條件較
差的「銀齡一族」失去穩定收入

下，難應付基本開支，
需要社會提供支援。
柯創盛表示，除乘車

優惠外，「銀齡一族」
亦希望有醫療以及休閒
生活的優惠和方便，故
會繼續約見相關官員反
映；區議員林德成亦表
示在區內收集到多位巿
民簽名，要求設「銀齡咭」，讓
持卡者與長者卡持有人同享相同
的福利服務。

盼年內落實60歲以上2元乘車
鄭泳舜補充，巿民普遍期望今

年內能落實60歲至64歲長者可享
2元乘車優惠等，但勞福局回應指
要延至明年底才推行，是不能接
受的。民建聯副秘書長黎榮浩表
示，香港很多鄰近地區已經有60
歲以上的乘車優惠，要求勞福局
立即落實。

李慧琼則表示，特首早已公布
60歲乘車優惠，自己每次落區，
居民均向她反映急不及待想要有關
優惠。她曾提出一個最簡單方法，
就是 60 歲或以上長者使用八達
通，可直接獲取2元乘車優惠，這
是最快捷和惠及最多巿民的方法。
民建聯最後向勞福局代表遞交

請願信，及一張居民巧手心意製
作的「銀齡咭」，寓意這是銀齡
居民急切的期盼，並再重申要求
今年內落實「銀齡一族」2元乘車
優惠。

民記倡設「銀齡咭」供乘車體檢優惠
■■民建聯請願要求為民建聯請願要求為6060歲至歲至6464歲合資格香港歲合資格香港
居民增設居民增設「「銀齡咭銀齡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工聯會勞工服務中心提醒員工可設職
場欠薪警戒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帆在論壇上介紹《鐵路發展策略2014》提出的鐵路項目進展，並承認有延期，同時解釋由於規劃需時，加上要考慮
財政及營運可行性問題，故難在短時間內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沙中綫調查委員會今年3月向特首提交

最終報告，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認為政

府應該考慮設立專責處理鐵路事宜的部

門。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政府正全力推行相

關建議，並已聘請專業顧問公司研究這個

新部門的角色、職責、員工編制與架構。

顧問公司同時會檢視以往鐵路工程的優劣

之處，「睇吓有咩做得好，有咩做得唔好

嘅地方」，同時會參考外國如何推展大型

基建和鐵路項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希望吸取海外優異做法去改善我哋項目嘅

推展。」他估計明年初會有初步報告，屆

時會對公眾公開。

暴疫重創經濟 有工友被欠薪逾300萬

■陳帆指政府正全力推行相關建議，並已聘請專業
顧問公司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禍港四
人幫」之首、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內
的15名攬炒派政棍，早前被控於去年8
月18日、10月1日及10月20日涉及參
與、組織及煽動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
案件將於本月15日在西九龍法院再訊。
其中5名被告昨日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
覆核，指警方向被告人發出搜查電話的
搜查令沒有執行的需要和合理性，要求
法庭禁止警方執行。法官高浩文在考慮
陳詞後批出司法覆核許可，及批出禁止
警方執行手令的禁止令。
代表李柱銘、何俊仁、區諾軒、單仲
偕及楊森5名被告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
指，警方於今年6月26日透過律師向被
告人發出搜查電話的手令，並指明於7
天後將會解封手機。即搜查令在7月3日
開始有效，申請方認為電話搜查令界線
太闊，完全沒有限制搜查範圍，包括與
控罪相關或搜查在相關時間範圍。
申請方續稱，警方在檢取手機兩個月

後才申請手令，又在沒有搜查的情況
下，於早前聆訊申請已將案件轉介至區
域法院，等於完成調查，可見手令沒有
執行需要及合理性等。
高官在考慮陳詞後批出司法覆核許

可，及批出禁止警方執行手令的禁制
令。法官並指示於7月10日就禁制令繼
續與否聽取雙方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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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在內的15名攬炒派政棍，早前
被控涉及參與、組織及煽動未經批准集
結等罪名。 資料圖片

■黎智英、李柱銘等5名被告昨日向高院
申請司法覆核獲批。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