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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指多數現虧蝕 待「油旺研究」完成再定重建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市建局至今推出 5 輪需求主導計劃，但多數為單幢重建，造成「牙籤樓」
現象，與周邊環境沒有協同效應，且多數出現虧蝕。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昨日總結過去一年的工作，指
市區重建工作面對多個困局，需暫時叫停需求主導計劃，直至為期兩年的「油麻地及旺角地區研究」完
成，定出舊區重建新方向後，再作檢討。但他指樓宇若被鑑定存在結構安全問題，市建局仍然會跟進。

韋志成昨日在傳媒茶敘上表示，市區
重建工作面對三大根本性問題，包

括欠缺土地、舊樓業主維修保養意識不
足，及處理部分需求主導計劃時，可能引
起「官商勾結」的指控，使市建局百口莫
辯。

憂被指「官商勾結」
市 建 局 自 2011 年 起 推 出 需 求 主 導 計
劃，由業主集合八成業權提出重建，至今
合資格而獲批的申請不多，成功重建後往
往建成單幢、插針式建築，難以展開大範
圍的規劃。他承認需求主導計劃操作上

「有需要調整」，未來希望以其他方法如
復修來回應居民需要。
對於社會經常有「官商勾結」的說法，
韋志成舉例，如部分大廈被投資者收購逾
兩成業權後，小業主加起來的總業權便不
足八成，若市建局介入，作為中間人鼓勵
雙方出售業權，或會惹來強搶民產、官商
勾結的指控。
他坦言暫時未有解決方案，只能是等待
「油麻地及旺角地區研究」完成後，再作
檢討決定何時重啟計劃。

倡內部晉升解管理層老化

另外，韋志成指市建局正面對管理層老
化問題，指他本人已 63 歲，另外兩位執
行董事亦分別為63歲及65歲，8名總監平
均年齡則為 58 歲，認為需要豎立內部晉
升階梯，例如改變行政總監及執行董事職
位，未必需公開招聘，改為由內部晉升，
令更多市建局的年輕人看到事業階梯。
就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早前訪問市建
局，有反對派議員提出質疑。韋志成回應
指，無論是中聯辦或外國機構，如果想認
識市建局的工作，市建局有義務作出安
排，亦是出自基本的尊重，認為社會不應
將事件政治化。

■韋志成總結市建局過去一年工作，指需
暫時叫停需求主導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翁麗娜 攝
他指出，譚鐵牛是國家工程師院院士，
在內地亦有參與市區更新事宜，加上他本
身是人工智能的專家，相信香港與內地在
市區更新及智能城市方面可多作交流。
他希望有機會帶團隊到內地，了解科技
如何用於市區更新上。

「安老計劃」獲行會「扑鎚」

「牙籤樓」欠協同 需求主導叫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消息
人士表示，行政會議接納安老事務委
員會提交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
方案提出多個居家安老建議，包括改
善統一評估機制、加強社區照顧服務
等，方案又建議要做好社區規劃，以
屋苑為本。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
財對此表示高興，但要落實各項建議
除要面對人力資源挑戰外，也要探討
擴大稅基及增加個人儲蓄等方式，以
確保財政可持續性。
林正財稱，方案內居家安老佔較大
的比重，當中關愛基金會跟進部分建
議，期望新屆政府可以盡快作出跟
進。
他又認為，要有效實施方案應要考
慮輸入外勞，以解決本港勞動力不足
的問題，亦可考慮引入日本及台灣等
地長期護理服務保險等方式。
他續說，本港每個屋邨未來都需要
院舍服務，建議每個屋邨要根據老齡
人口比例，決定日間護理中心的數
目。不過，他擔心在建設中心時或遇上阻力，
期望大眾要明白本港開始進入人口老化高速
期，需要預留地方以應付各種需求。
消息指，行會接納的方案當中包括 20 項建
議，如加強社區照顧服務、減少住院比率，當
中特區政府已計劃在 10 月份加推 2,000 張專門
予中度至嚴重缺損長者的社區照顧服務券。至
於輕度缺損的長者，關愛基金則預留 4,000 個
名額讓他們使用門診及送飯服務，相信會在今
年底前實施。

馬會 12.44 億捐港大
建癌症關護研究所

■馬會捐款 12.44 億元予港大，支持港大李嘉誠醫學院於葛量洪醫院成立全港首個專門針對癌症的臨床創新及研發
中心及癌症綜合關護研究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
年香港大學醫學院適逢成立 130 周
年，港大有意於葛量洪醫院成立全
港首個專門針對癌症的臨床創新及
研發中心及癌症綜合關護研究所。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贈港幣
12.44 億元以示支持。捐贈儀式昨
日舉行，由賽馬會主席葉錫安和港
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章主持，多
位政府官員亦有出席。
葉錫安致辭時表示，馬會對港大
的捐助連同今次這筆捐款已達30億
港元，約 50%是在醫療衛生方面。
今次這筆逾12億元的捐款，不但是
馬會本財政年度在醫療範疇中最大
的單一捐款，亦是港大迄今收到的
最大單一捐款。
行政長官在 2016 年的施政報告
中宣佈，葛量洪醫院將重建成為一
所獨立學術醫療中心，重點提供癌

■左起：張建宗、李國章、葉錫安及應家柏主持支票遞交儀式。
症治療服務。
李國章表示，這次最新的捐款將
用於成立臨床創新及研發中心及癌
症綜合關護研究所，作為「十年醫
院發展藍圖」的一部分，以履行政
府的重要承諾。
他盼望該研究所的成立，能惠及
香港市民，為香港發展一套癌症全

人綜合治療康復模式。
重建後，醫學院將設立臨床創新
及研發中心及癌症綜合關護研究
所，以建立轉化創新科技及科學研
發平台，提供一切有關癌症服務。
計劃落實後，估計將會使超過22萬
人（包括病人、照顧者、公眾及學
生）受惠。

涉地溝油商戶「開名」申訴署：食署合法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2014 年台灣爆出地溝油事件，食物
環境衛生署當時發出三道《食物安
全命令》，並公佈可能曾分銷或使
用涉事豬油或製品的香港商戶名
單，做法引起業界和公眾不滿。申
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後認為，食環
署的首要職責是保障公眾衛生安
全，公佈所涉商戶名單，以提高市
民的警惕，是合法合理之舉，亦符
合公眾利益。
申訴專員公署昨日指出，台灣地
溝油事件被揭發後，由於部分產品
已進口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先後
發出三道《食物安全命令》，分別
禁止涉事 5 間台灣公司所生產的食
用油製品進口香港，以及在香港境

內供應，並命令所有有關人士於 14
天內收回相關產品及作適當處置。
公署指出，食環署發出第一道
《食安令》的同一天，公佈了可能
曾分銷或使用涉事台灣公司所生產
的 豬 油/豬 油 製 品 的 香 港 商 戶 名
單，但其後再發出第二道及第三道
《食安令》時，卻沒有公佈所涉商
戶名單。當時有議員反對食環署公
佈商戶名單的做法，亦有意見認
為，政府在處理類似食物事故時，
應顧及對食物業界的影響。
不過，公署調查後指出，食環署
的首要職責是保障公眾衛生安全，
若事態緊急，市面上的部分問題豬
油或豬油製品仍未及時下架、停售
或收回，食環署把可能曾分銷或使

用問題豬油或豬油製品的商戶資料
公開，從速協助消費者知悉及判別
有可能對其健康構成風險的食物，
是合法合理之舉，亦符合公眾利
益。
公署又認同食環署解釋指，在發
出第一道《食安令》後，經過多輪
的回收及封存，絕大部分商戶已停
用所有台灣食油，以及停止供應所
涵蓋的涉事豬油或豬油製品，其後
的《食安令》及宣傳工作，亦已將
問題大幅曝光，有關商戶自當會引
以為鑑，以避免違例，認為食環署
平衡各方利益決定不公佈第二道及
第三道《食安令》的所涉商戶名
單，以避免引致不必要的市場恐
慌，做法並非無理。

95 屋邨水費混賬 房署水署挨批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盧文端理事長 黃英豪會長 林建岳監事長 姚志勝執行會長
攜全體理事

致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申
訴專員公署昨日公佈主動調查報
告，指95個公共屋邨（見圖）的房
屋經理賬戶均出現欠繳水費問題，
批評房屋署監管屋邨辦事處和外判
管理公司不力，又指水務署縱容公
共屋邨房屋經理賬戶欠繳水費。
公署調查報告指出，當公屋租戶
遷出單位後，房署會負責繳交公屋
住宅單位空置期間的水費，若水費
是由工程承辦商在進行翻新工程期
間所致，該些水費則會直接轉交工
程承辦商繳交。
公署處理一宗投訴個案時發現，
一間房屋署外判的公共屋邨管理公
司，竟把應為房署繳付的水費通知
書，視為該單位的應繳水費，交予
有關租戶作繳費。

涉款逾10萬 最長拖10年
公署發現，有95個公共屋邨的房
屋經理賬戶均出現欠繳水費問題，

涉及 291 個住宅單位和 94 個非住宅
單位，涉及欠款共超過10萬元，最
長一宗欠繳個案年期更超過10年。
其中一宗個案顯示，水務署曾在
2005 年至 2016 年間，就某公共屋
邨房屋經理賬戶欠繳水費，向房屋
署發出多達61張催繳及截斷供水通
知書，惟一直未有得到房署的回應
或清繳水費。
公署指，不僅涉事屋邨辦事處或
外判管理公司未有向房署總部匯報
欠繳水費情況，令房署總部一直未
能察覺有關問題，更有外判管理公
司職員曾誤將屬於房署水費賬單派
送到相關的用水地址，導致該單位
的租戶誤繳屬房署的水費。
公署又指出，水務署主要依靠向
房屋署發出通知書和徵收逾期附加
費以追討欠款，只單靠電腦系統重
複向房署發出通知書，而沒有採取
其他適切的追收水費行動，變相縱
容房署拖延繳交水費，而房署過去

亦一直未有就公屋水費事宜設立中
央記錄以作整體監察。
公署建議房署密切監察各個房屋
經理賬戶欠繳水費情況，並制定清
晰的匯報機制和相關指引。
公署又建議水務署考慮將房署長
期欠繳水費個案的匯報機制，編寫
入相關部門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