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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暴男出獄又涉襲警被捕
撐場反「安心碼」街站 有人嗌「獨」口號涉犯國安法

兩個激進組織「賢學思政」及「醫管局員

工陣線」，昨日下午又在旺角豉油街設置

反「安心出行」手機程式街站，造謠「安

心出行」目的是要「監控」每個人的行

蹤。由於街站引致人群聚集，涉違限聚

令，驚動警員到場圍封截查。其間一名曾

涉2016年旺角暴動案刑滿出獄男子，不

斷在封鎖線外叫囂，警察上前截查時又激

烈反抗，終被按倒地上制服及以襲警罪拘

捕。不過，在場人群有人高呼「港獨」色

彩口號，警員一度舉紫旗警告可能干犯香

港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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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深水埗主教山配水

庫的保育問題引起社會關注。有民間團體翻查資
料，發現該配水庫是唯一用紅磚、花崗岩等材料混
合建成的配水庫，體現了香港在20世紀初的建築歷
史過渡等，值得評為法定古蹟。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鄭泳舜指，配水庫是市區中的迷你郊野公園，相信
被拆的機會很微，希望古物諮詢委員會了解市民看
法，並建議政府在優化郊野公園的兩億元中撥部
分款項優化主教山。
「活現香港」共同創辦人陳智遠聯同建築歷史學者

黎雋維等近日翻查歷史文獻和網上資料，發現配水庫
屬於混合式建築結構，包含紅磚圓拱、108條花崗岩
石柱及混凝土桶型拱頂及擋土牆，可以從中看到現代
建築的縮影，反映當時本地土木工程逐漸轉型至現
代。在本港尚存的5個戰前配水庫中，只有主教山採
取圓形布局配合山形地勢，作為20世紀初香港建築歷
史過渡階段的例子亦屬罕有。
黎雋維表示，至上世紀20年代，所有建築已經被

鋼筋混凝土取替，故本港現存的例子不多，位於中環
的「大館」是其中之一，凸顯配水庫在歷史上的獨特
性。
陳智遠表示，古物諮詢委員會對於古蹟的定義「太

狹隘」，非一幢幢的建築物只會視為「構建物」，促
請有關方面改革評審機制，細分古蹟類別，不要「一
刀切」。

鄭泳舜盼古諮會了解市民看法
鄭泳舜表示，配水庫是市區中的迷你郊野公園，相

信被拆的機會很微，估計古諮會會有合適決定。他
指，古諮會在開會後一兩個月會諮詢市民，建議他們
須了解市民對主教山的看法，並在完成評估及水務署
完成鞏固工程後盡快開放有關地點。
他又指，政府在財政預算案撥款兩億元優化郊野公

園，認為可以在從中撥部分款項優化主教山，為未來
旅遊業重啟做準備，增加一個新景點，但強調同時須
衡量相關路線的承載量，避免環境受到破壞。

本港多幢舊樓疑因喉管滲漏而爆
發疫情，最新的預算案提出預留10
億元，夥拍市建局推出「樓宇排水
系統維修資助計劃」，為舊樓及差
餉租值較低的樓宇業主提供財政支
援，為渠管進行檢查、維修或提升

工程。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於昨日發表網誌表示，預期
5月開始接受申請，目標是今年內為300幢樓宇展開
工程，並為合資格樓宇提供八成資助。

預期惠逾3000幢大廈
黃偉綸引述屋宇署屋宇測量師任佩雯介紹該資助

計劃時指，計劃聚焦樓齡40年或以上、平均應課差
餉租值較低的住用或綜合用途私人樓宇。除接受可
自行籌組工程的業主申請，屋宇署亦會按風險評
估，挑選「三無大廈」等未能自行籌組工程的樓
宇，代業主進行所需工程，計劃預期可惠及逾3,000

幢大廈。
該資助計劃以專款專項方式，支援業主維修大廈公

用排水系統，資助額會按樓宇單位數目設有上限，合
資格樓宇可獲所需費用八成資助，業主毋須進行資產
審查，單位亦無須為自住物業。
黃偉綸表示，發展局下月會諮詢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

會意見，並與市建局商議執行細節，預期5月開始接受
申請，以及挑選合資格樓宇進行相關工程，目標是在今
年內為300幢老舊樓宇開展渠管勘測或維修工程。
另外，他指政府早前透過「防疫抗疫基金」推行為

期兩年的特別措施，由屋宇署委聘顧問公司為全港約
2萬幢樓高三層以上住用或綜合用途私樓，視察外牆
排水系統。計劃於去年6月開始，截至今年1月已視
察約3,500幢樓宇，發現部分樓宇外牆排水管有滲漏
或破爛、錯誤接駁等問題，屋宇署正檢視報告，會採
取適當行動如發出渠務修葺令，着令業主修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資助舊樓修渠 料5月起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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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主教山如迷你郊園宜撥款優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新冠肺
炎疫情令香港各行業飽受重創，失業率上
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日表
示，今年將進行人口普查，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轄下的政府統計處早前設立了逾3,000
個職位，優先考慮聘請失業者，十分受歡
迎，很快已額滿。而早前在防疫抗疫基金
下推出金融科技「千人計劃」的反應亦十
分踴躍，稍後將推出第二期計劃，額外提
供約1,000個金融業短期職位。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昨日亦指，「大灣區青年就業計

劃」下的2,000個職位，至今已接獲企業逾
1,400個職位空缺，反應熱烈。

人口普查3000職位速額滿
許正宇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被問到

發展金融以外，有何方法協助失業者時
表示，本港今年將進行人口普查，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轄下的政府統計處早前設
立了逾3,000個職位，優先考慮聘請失業
者。
該些職位主要為組長及統計員。許正宇

形容，不少在不同行業擁有豐富溝通及管
理經驗者都適合擔當有關工作，並十分受
歡迎，很快已額滿。

「千人計劃」將推第二期
他說，政府早前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

金融科技「千人計劃」，提供約1,000個金
融業短期職位，反應亦十分踴躍，令不少
中小企受惠，稍後將會推出第二期計劃，
額外提供約1,000個金融業短期職位，主要
是協助年輕人。

「青年入灣」將加速起動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亦指，特區政府推

動及資助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得到
企業的鼎力支持下，2,000個名額當中已收
到逾1,400個職位空缺，反應熱烈，大部分
職位空缺已上載至計劃的專屬網頁，歡迎
在2019年至2021年完成學士或以上學位課
程的香港居民申請。
他表示，據知不少畢業生已向心儀企業

提交求職申請，招聘工作已進行得如火如
荼，相信隨着疫苗接種計劃順利展開，疫
情有望漸趨穩定，計劃將會加速起動。他
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
兩周年，在中央和廣東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有不少便利香港居民到內地9市發
展、創業、就業和生活的措施已相繼出台
落實，為青年人帶來更多、更大的發展空
間，特區政府亦於日前舉辦了「灣區起跑
線青年創明天」起動儀式，30個非政府機
構獲頒授證書，代表它們得到青年發展基
金下的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及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
的資助，為有意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的
青年提供支援。他重申，大灣區是國家開
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龐大市
場，鼓勵青年人放遠眼光，認識國家以
及大灣區的發展，善用大灣區為他們長
遠個人和事業發展帶來的新機遇，在更
大的舞台上發揮所長。

●團體成員展示主教山配水庫文物價值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政府多招助失業者疫境搵工

被捕男子鄧浩賢（29歲），曾任職侍應，於2016
年農曆年初一至初二爆發旺角暴亂時，因向警

員擲磚和搖動路牌，其後被裁定參加暴動罪名成立，
判監兩年10個月，直至去年2月才刑滿出獄。據悉事
發時，他到街站撐場，見警員到場執法，遂作出挑釁
行為。

警接噪音投訴 須進行截查
昨日下午約5時，兩組織再於旺角擺設街站，一些

不明真相的市民在一旁圍觀。數分鐘後警方趕至，拉
起封鎖線，警告在場圍觀市民涉嫌違反4人限聚令，
須立即離開，否則將作出票控。現場警員亦向街站人
員表示，收到噪音投訴，所以要進行截查，要求所有
參與街站的人登記資料。

警舉紫色警告旗
其間鄧浩賢在封鎖線外指罵警員，又有人高叫

「港獨」色彩口號。警員上前截查鄧浩賢，他企圖
逃離並激烈反抗，終被多名警員按倒地上制服並扣
上手銬帶上警車，現場一度混亂，警員舉起紫色警
告旗，警告有關人等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至晚上
約6時，街站活動結束，但仍有警員在現場巡邏及
截查可疑者。
上周日（21日）「賢學思政」3名成員亦曾於旺

角擺設街站，杯葛「安心出行」App，其間多名軍
裝警員到場圍封街站，並向3名街站成員發出違反
禁聚令告票，並警告他們，指出他們過往曾有涉嫌
觸犯香港國安法的言論。圍封街站期間亦有警員高
舉紫色警告旗，指在場聚集並喊口號者，有可能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旺暴」掟磚曾被判入獄的男子鄧浩賢。
網上截圖

●男子鄧浩賢不斷在封鎖線外叫囂，警察上前截查時又激烈頑
抗，終被按倒地上制服及以襲警罪拘捕。 網上截圖

●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的保育問題引起社會關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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