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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為全港擴堆填
：

周五申研究撥款 減輕滋擾地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將於本周五審議研究擴建屯門堆填區
的撥款申請，但多個政黨及政團包括工聯會、經濟民生聯盟等表明反對，令撥款申請可能
被否決。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指出，今屆政府會盡最大努力循源頭減廢，呼籲立法會從大
局 想，支持撥款，又希望全港700萬市民都身體力行，盡量減少固體廢物。

梁 向守候的記者回應堆填區的問題。
振英昨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主動

他坦言，香港地少人多、人煙稠密，隨
城市的發展，全港18區都需要的、但帶有
一定厭惡性的設施，和市區的距離越來越
近，對市民造成一定的滋擾，例如堆填區
等，「我和特區政府是完全明白的」。

推動源頭減廢 仍有廢物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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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稔灣垃圾堆填區。

他續說，今屆政府在上場後盡力推動並
做好源頭減廢，包括廚餘回收、固體廢物
回收等，並通過宣傳工作，鼓勵每個市民
身體力行在源頭減廢，「但即使我們在源
頭做最大努力減廢，仍然會有固體廢物需
要送往堆填區」。因此，特區政府才會於7
月12日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研究擴
建屯門堆填區的問題。「特區政府知道
（擴建堆填區的）困難，知道地區有一定
的意見。我們盡早去做，希望可以盡早為
社會解決這個（固體廢物）問題。」
梁振英並特別澄清，特區政府是次申請
的撥款，並非用於即時擴建屯門堆填區，
「而是研究屯門的堆填區如何擴建，還有就
是在擴建的過程、其間和之後，我們怎樣
可以做好各方面的措施，令到對屯門區居
民的影響減到最低、最低」。

重視屯門民意 商討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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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說，特區政府十分重視當區居民
及區議員的意見，在爭取到立法會通過有
關的撥款申請後，當局會在研究的過程
中，同時與當地居民和區議會繼續商討如
何做好種種措施，令到堆填區在擴建後不
會為當地居民帶來更大的滋擾。「這項工
作我們有兩年時間⋯⋯我完全了解居民的
意見，亦會繼續重視他們的意見，但同時
全香港有需要把固體廢物棄置在堆填區。」
梁振英並直言，減廢並不只是特區政
府的問題，更不只是3個堆填區當區居
民的問題，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身體力
行，他呼籲香港700萬市民每一個都要
身體力行，「我們過綠色生活，減少固
體廢物的輸出，盡量幫政府、幫社會做
好回收工作，廚餘也好，其他的固體廢
物也好，我們一定要做好這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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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掛帥回應屯門訴求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
本周五向立法
會財委會申請
撥款，研究擴
建屯門及打鼓
嶺堆填區。政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務 司 司 長 林 鄭
月娥昨日坦言，未有把握可通過撥款申
請，她已跟持反對意見的鄉議局主席劉皇
發溝通，明日會親自出席屯門區議會特別
會議，並承諾未來會由她統籌所有回應屯
門區訴求。林鄭月娥又否認政府因為將軍
澳區「大聲」便退縮，強調當局無計劃撤
回方案，仍然是「共同承擔．分區照
顧」，當將軍澳方案完善後會再提交立法

會。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一個公開場合時主動
向記者談及堆填區撥款問題。她表示，政
府會盡最後努力游說議員支持本周五提交
予財委會的兩個項目，但承認至今沒有把
握。她重申，屯門堆填區撥款申請只涉及
顧問費及勘測費，並不涉及擴建工程，故
此即使撥款獲通過，政府最早要2015年才
再向立法會申請工程撥款，期間尚有足足
兩年聆聽屯門區意見。
林鄭月娥反駁「源頭減廢做得好，就不
需要堆填區」的說法是不切實際，澄清政
府撤回將軍澳堆填區方案，是因為該區最
接近民居，亦需要時間證明改善措施能減
低甚至消除臭味問題。她否認哪些區「大
聲一點」，政府就會退縮，強調「共同承
擔．分區照顧」仍然適用，呼籲立法會議

員、屯門區議員及北區議員都能以大局為
重，了解整個社會需要。

承認回收業市場失效
林鄭月娥又說，理解劉皇發對於屯門區
堆填區擴建有強烈意見，她亦同意在2009
年希望屯門區議會通過了「污泥焚化爐」
的撥款時，環境局成立了工作小組來回應
區內訴求，但進度未如理想。因此，她在
考慮到環境局推進廢物設施工作過程中，
牽涉到運輸交通、康樂文化設施及土地運
用等問題，她將會統籌所有回應屯門區訴
求工作，「無論是擴闊或是提升稔灣路，
提供多一條路進入堆填區，或是屯門河的
美化工程，或是其他土地運用的工作，我
都會親自去處理和關注」。
林鄭月娥亦稱，今次堆填區討論有危也

民建聯顧大局挺撥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羅繼盛）
政府擬擴建屯門和打鼓嶺堆填區的撥款申
請，正面臨被否決的危機。民建聯主席譚
耀宗昨日強調，民建聯可以選擇向政府
「say no」（說不），但明白到垃圾問題需要
解決，故決定支持前期研究撥款，並承諾
會監督政府解決擴大堆填區帶來的問題，
及要求政府向受影響的區提供適切的補償
設施。
譚耀宗昨晚在民建聯21周年會慶酒會上
主動提到近日備受爭議的擴建堆填區，坦
言民建聯可以選擇與其他政黨一樣向政府
說「不」，「地區的兄弟姊妹亦不用受這
麼大的壓力」，但「我們亦明白，未有其
他可行的解決垃圾問題的辦法之前，如果
不擴大現有的垃圾堆填區，香港每日產生

的垃圾怎麼辦」。

譚耀宗：支持研究≠支持擴建
他其後在接受記者
訪問時強調，民建聯
決定向全體市民負
責，同意撥款給新界
東北打鼓嶺及新界西
屯門的堆填區擴建的
前期研究費用，又會
■民建聯主席譚 向屯門區居民解釋支
耀宗。 劉國權 攝 持研究撥款，不等同
支持擴建，並承諾一定會監督政府要解決
擴大堆填區帶來的問題，各種環境、交
通、對居民的影響，並向受影響的區提供
適切的補償設施，及做好環境宣傳教育。

有機，政府認為在源頭減廢中支持本地回
收業不能完全依賴私人市場，或依賴自由
經濟體系可以處理得到。因此，由她擔任
主席的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未
來會用此新角度審視和協助香港的回收
業。

發叔促暫撤回明年議
對於林鄭月娥親自出席屯門區議會特別
會議，劉皇發認為當局是表示誠意，但只
有誠意並不足夠，促請政府一視同仁，在
撤回將軍澳方案時一併撤回其餘兩個方
案，修改後再在新立法會年度提交審議。
他又說，自己持中立態度，亦不支持拉
布，會以居民意見為依歸，但問題棘手，
難以說服居民，又透露明天會有至少數百
名屯門居民到政府總部通宵絕食抗議。

譚耀宗又希望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明日
出席屯門區議會特別會議時，會詳細解
釋，令區議會及市民重拾對政府的信心。

港正面對垃圾問題，共同承擔是合適的做
法，而該黨中委會早前曾討論擴建屯門堆
填區撥款問題，內部討論氣氛激烈，而經
過深思熟慮後決定支持撥款。他補充，是
次屯門撥款只屬前期研究工程，倘當局不
做好堆填區管理工作，真正擴建時也不會
支持。

李慧 望政府爭議員支持

田北辰：應明年3區一併表決

行會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 昨
日亦表明，他們支持撥款的立場不變，但
希望政府能夠趁最後時間，爭取議員支
持，期望事情到最後階段會有新發展。她
又認為，是次事件反映行政與立法之間的
困難，希望日後討論政改時，同時討論如
何理順行政和立法關係，令政府管治更暢
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昨日在一電台
節目上指出，單純「反對」容易，當區居
民也會很開心，但對香港整體非好事，香

新民黨議員田北辰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堅
持反對今次撥款，稱早於政府1個月前初
次接觸他時已表明，3個堆填區應一併表
決，否則若其中1個堆填區未能通過，就
會對另外2個構成壓力，嚴重分化社會，
故認為政府應先撤回撥款申請，並在未來
9個月至1年時間做好源頭減廢、垃圾分
類、補助回收業、立法規管垃圾車等措
施，相信在政府明年重新將3個堆填區的
撥款申請上立法會時，可獲得議員支持，
他亦會幫助進行游說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
盛）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為
研究擴建兩個垃圾堆填區的
撥款申請護航，她稱會與各
黨派進行討論，包括議員劉
皇發，若今次方案未能獲財
委會通過，政府會盡快再將
方案提交立法會討論。
陸恭蕙昨日出席一個電台
節目時表示，政府希望可以
繼續審議擴建堆填區的撥款
申請，而早在2004年已與3
個有關區議會提出擴建堆填
區，期間亦有進行討論，故
擴建堆填區並非新課題。她
重申今次有關屯門堆填區的
撥款，並非用作擴建，而是
用作研究如何擴建，需時約
2年，其間可與屯門居民討
論擴建引起的各種問題。假
若方案未能通過，政府會盡
快作出評估，再交回立法會
討論。
她形容，現時事件已演變得如火如
荼，會繼續爭取空間，與各黨派人士
討論，並不斷與鄉議局主席、屯門區
議會主席劉皇發交流。至於有部分人
擔心若今次通過撥款，政府便「過
海就係神仙」，她否認有關說法，稱獲
得通過後，方開始游過這條河。而有
意見稱可押後多個月再提交撥款申
請，她期望可以爭取多幾個月時間，
盡早推行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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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恭蕙：垃圾徵費即將諮詢
陸恭蕙又稱，最近的擴建堆填區爭
論，社會對垃圾問題的興趣也大大提
高，很多市民都關注。當局會繼續向市
民介紹，讓市民了解存在垃圾危機，有
需要推行擴建堆填區。政府將來亦會繼
續提出具爭議性的項目，其中未來兩個
月將就垃圾徵費展開公眾諮詢，期望可
於2016年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