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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要聞

昂坪360管理機制也要換啤令
社 評

昂坪三六○纜車公司昨日宣布，纜
車服務將會暫停兩個月，全面更換纜索
滑輪的所有軸承（俗稱 「啤令」 ）。

纜車停駛兩個月，毫無疑問將會令
到大批市民和遊客活動受阻，旅行團為
退票頭痛，山上商戶也肯定會少做很多
生意，怨言四起是必然的；但是，人們
仍然寧願見到三六○公司坦承運作出了
問題，需要全面維修更換，而不再是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每隔一段時

間就把乘客吊在半空中。
不過，纜車停駛兩個月，當然不能

說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小問題，其中涉及
的原因和責任，有關方面必須認真作出
檢討和交代。

此次停駛，主要是更換高架塔上的
纜索滑輪軸承，軸承的作用是穩住纜索
，確保纜車能夠在平穩暢順的狀態下運
行。如果軸承出了問題，如金屬磨損、
表面不再光滑，纜索就不能穩定，纜車
通過時就會發生顛簸和震動。而在敏感
的電子感應安全系統下，只要纜索運轉
不暢、纜車出現跳動，系統就會自動
「停車」 ，乘客就會被 「半天吊」 困在

纜車內。大年初三發生的八百乘客被困

兩小時，原因就是這樣。
而另一方面，三六○公司昨日透露

，由於長時間運行及金屬疲勞等原因，
滑輪軸承使用一段日子後就會出現磨損
、需要更換，一般軸承壽命是五年。

如此表面看來，軸承因磨損導致停
駛，並不是什麼重大事故；但問題恰恰
在於：三六○纜車○六年開業，公司既
然知道軸承的使用壽命 「上限」 是五年
，那麼，為何不在恆常、正常的維修保
養工作中分期、分批的予以更換，而非
要等到出了事故，乘客被困半空數小時
，才知道軸承已經磨損要換了呢？

因此，事態十分明顯，問題不在軸
承磨損老化，而是三六○纜車公司平日
的維修保養工作出了問題。如果平日檢
查維修保養工作做得好、做得「到位」，
年初三的八百人被困事故，以及影響重
大的兩個月停駛，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按照三六○公司解釋，纜車每晚停
駛後都會有工作人員進行檢查，還有每
月、每年的定期停駛全面維修和檢查，
那麼，軸承老化的問題到底是沒有被及
時發覺，還是已經有所察覺，但囿於不
想停駛而照樣運行呢？

如果是前者，那問題就是嚴重的，
非要進行一次監管機制和人員培訓的徹
底檢討不可。事實是三六○纜車自運行
以來，給人的印象似乎是操作管理上相
當粗疏，往往出了事故也不知道原因在
那裡，解釋也不能令人滿意。

人們還記得，有一次，一名維修保
養工人工作期間睡着了也沒有人發覺，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有人通宵被困在
纜車內。還有啟用不久一架維修中的纜
車竟會撞向塔架飛墮山谷，原因也是令
人難以明白的。

還有在事故的通報機制上，三六○
公司的表現也是凌亂無章法的，比如乘
客被困在半空中也沒有及時廣播交代事
故和作出安撫，大批乘客還站在月台上
候車，不少人還興沖沖的乘地鐵到了昂
坪才知道服務暫停。

停駛兩個月，更換全部軸承，三六
○纜車今後是否就能暢通無阻，人們還
不敢 「寄以厚望」 ；看來 「硬件」 好解
決，管理機制和人員「軟件」也必須要換
換「啤令」，才能夠令服務質素得到改善
和運作暢順。

關 昭

李成康要認錯道歉！

井水集

香港大學昨日就去年政要訪校的
保安安排提交報告。

報告由獨立調查小組提供，小組
成員有港大法律系教授和律師，公正
性應不成疑。報告主要有兩點，一是
當日保安工作上，校方安排有失當，
但不存在什麼 「外部施壓」 的問題；
二是學生李成康不僅沒有被禁錮，反
而是對執法警員作出挑釁行為。

頭一點，港大校方在安排上是否
失當，必須客觀、公正看待。大學不
是權力機關，不慣於指揮大隊人馬負
責保安；而政要來訪，關係到安全，
於大學來說也是必須要負起的責任。
作為大學一分子，不管是教師員工還
是學生，是不是也應該有責任作出一點
承擔與配合，包括不一定非要在某個時
段在其他通道也可以選擇的情況下堅
持一定要從限行的通道上經過？

因此，那個當日堅持要在典禮會
場通道經過的學生李成康，為的到底
是什麼？是認為非如此就不足以維護
大學的 「學術自由」 ，還是根本就是
存心鬧事？昨日發表的大學報告書對
此已經給出了最有力的回答：李成康

等三人非但沒有被禁錮，而且在被推
入梯間後，曾拿出手機給報紙記者打
電話，還拿手機近距離拍攝警員的照
片，還與同伴 「研究」 拍臉孔 「不好
玩」 、還要拍警員制服上的號碼……
。種種惡劣、囂張的行為，到底是在
挑釁警權、製造事端，還是「被禁錮」
，公正的市民應該給出公正的評價。

正如港大陳文敏教授昨日指出，
李成康沒有被禁錮。在事發當日，由
於李成康顛倒是非黑白，陳文敏曾經
對他大表同情，指責警方「禁錮」，要
為李成康出頭打官司。李成康曾是
「民主黨」 成員，又是示威常客，死

爭 「出位」 出風頭，政要來訪，學校
加強保安，他博 「出位」 的機會來了
；但是，一個李成康還成不了什麼氣
候，是 「蘋果日報」 的大力捧場，把
一個舞動雙手、眼淚汪汪的李成康的
大頭照片登上頭版，李成康的 「英雄
」 才算當成了，港大討好權貴、限制
「自由」 的鬧劇才算完成了！

李成康應以這樣的行為為恥，他
應該向校長徐立之、向社會納稅人認
錯道歉！

責任編輯：蔡向陽

明年推出 資助額每月最高4500元

長者申服務券須入息審查

曾俊華料樓價可軟着陸

政府於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投放四百四十億元
於社福經常性開支，較上年度增加百分之九，與二
零零七至零八年度的三百四十億（實際開支）相比
，更大幅增加一百億，增幅接近三成。

張建宗昨日向傳媒進一步介紹預算案的社福政
策時表示，撇除社會保障開支，安老服務是佔社福
開支最大比例的一環，大部分長者都希望可實現居
家安老，政府會以此為政策目標，籌劃長者社區照
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及致力增加社區照顧服務名額。

首階段對象中度缺損
政府計劃於一三至一四年度分兩階段推出為期

四年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測試 「錢跟
人走」的資助模式。計劃首階段的對象是身體機能
中度缺損的長者，他們經過入息審查後，每月可使
用價值五千元的服務，包括物理治療、送餐及陪診
等，服務券為共同付款的安排，政府會資助二千五
百元至四千五百元，其餘要長者自行負擔。而第二
階段服務範圍，會涵蓋嚴重缺損的長者。

政府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就計劃向獎券基
金申請一筆過撥款資助，但並無詳述相關撥款的數
額及受惠人數。

張建宗表示，由於要考慮機構能力以及研究在
哪些地區作為試點，計劃未能在今年立即展開，政

府會邀請有經驗的非政府機構參與，擬定推行細節
，包括管理服務券帳戶的方法和配套，相信新計劃
可讓長者有更多選擇，增強服務靈活性，亦可以吸
引更多社企提供服務。

「廣東計劃」 明年實行
至於容許移居廣東省的長者，領取生果金的

「廣東計劃」，張建宗表示，希望在未來一兩季敲
定細節，相信最快明年可推行，令數以萬計長者受
惠。

此外，對於有 「N無人士」稱未能在預算案中
受惠，張建宗回應表示，政府很關心這批人士，並
已透過關愛基金等措施提供幫助，且預算案中一些
經常性開支如醫療、教育、福利等等，事實上亦有

很多人受惠，政府有責任協助基層人士。
在增加社區照顧服務方面，政府計劃向資助院

舍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增加補助金，加強對體弱及
患有痴呆症的長者提供支援，全年開支約一億五千
萬元，預計有六千五百名長者受惠。同時，政府亦
增加五百個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名額和超過一百八
十個日間護理服務名額。張建宗表示，現時約有四
百名體弱長者在輪候社區照顧名額，相信新增加的
名額可加快長者獲得服務的輪候時間。

新一份預算案中，對增加就業的着墨較少。張
建宗表示，自最低工資實施以來，就業市場暢順，
但面對外圍不穩定因素，政府不能掉以輕心，預算
案中推出多項協助中小企的措施，實質就是保住中
小企的就業職位。

【本報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表示，政
府自推出穩定樓市措施後，樓價去年下跌半成，
可見措施有效，相信樓價會慢慢軟着陸。政府會
因時制宜，適當推出穩定樓市措施，暫無意放寬
遏抑樓市炒風的措施，包括額外印花稅。至於未
來去留問題，曾俊華稱，待預算案在立法會過通
過後再作考慮。

曾俊華昨日出席港台英文節目，解釋新一份
財政預算案。就近月樓市轉趨淡靜，有意見要求
政府放寬打擊炒樓措施，曾俊華表示，美國聯儲
局會維持低息至二○一四年，量化寬鬆政策亦會
延續，估計會有很多流動資金，港府會密切注意
，但現時無意放寬打擊炒樓措施。

另外，曾俊華否認本港出現結構性盈餘，相
反，過去幾年均出現結構性赤字，所以政府才增
加經常開支。對於上月環球股市造好，市場是否

已較樂觀？曾俊華認為言之尚早，因為歐洲情況
仍然不明朗，歐債危機未解決，要留意美國和香
港鄰近地區的情況做好準備。當最壞情況出現時
，確保香港有能力應付。

有聽眾則批評預算案沒有惠及基層和 「N 無
人士」，建議政府提高綜援金額等。曾俊華指出
，政府下年的經常性開支已增加百分之八，預算
案在教育、社會福利、醫療等開支方面都有增長
，相信可以顧及不同階層的需要。他否認忽視
「N 無」人士，稍後會處理是否向 「N 無人士」

發放租金津貼。曾俊華又說，本港有一半人住在
資助房屋，相對其他地區無須感到羞愧。

被問及制定預算案時是否過於保守時，曾俊
華說，過去幾年本港經濟放緩，歐美購買力下降
，影響本港貿易，更間接打擊旅遊、物流、服務
等行業，預算案是要為日後的經濟衝擊作準備。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社會福利的經
常性開支高達四百四十億元。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表示，安老服務是預算案中
社會福利的重點，佔整體社福開支百分之
十一，其中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將於
一三至一四年展開，首階段對象是身體機
能中度缺損的長者，政府會根據入息審查
，資助二千五百元至四千五百元。

本報記者 馮慧婷

【本報訊】面對外圍經濟不明朗，新一
份財政預算案提出，為中小企推中小企融資
擔保計劃的時限優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表示，有關計劃最快可在六月前推
出，日後會視乎市場需求情況，考慮是否延
長九個月的優惠期。政府希望計劃的壞帳率
不會高於現時的百分之零點六九。

為支援中小企發展，政府建議，在現時
的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提供限時九
個月的 「特別優惠措施」，在措施之下，中
小企的信貸擔保比率可由現時最高的七成，
提高至八成；擔保費用亦會大幅降低，為現
時獲七成的信貸擔保所繳付費用的約三成。
換言之，若貸款額一百萬元，銀行年利率為
貸款百分之五，擔保比率為八成，再乘以百
分之五的銀行年利率，中小企每年的擔保費
只需五千元，遠較七成擔保比率下的一萬六
千元為少。

就九個月的 「特惠措施」，政府作出一
億元的總信貸承擔額，擔保期最長五年，預
計政府開支為一百一十億元。蘇錦樑昨日在
記者會上表示，措施可鼓勵貸款機構向中小
企借貸，預計今年四月會向立法會財委會遞
交撥款申請，最快可於六月中前推出。對於
優惠期只得九個月，會否擔心太短，他表示
，政府會密切留意市場反應，業界需求多大
，才考慮是否需要延長優惠期。他又提到，
○八年時推出的中小企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至現時為止壞帳率為百分之零點六九，希望
新計劃的壞帳率不會高於此。

此外，為促進數據中心發展，及配合活
化工廈政策，政府又會放寬將工廈局部改作
數據中心的申請，即不論將工廈整幢改裝或
局部改為數據中心，均可獲免收 「豁免書費
用」，但局部改裝申請，需限制在指定 「工

業」或 「商貿」地帶內的十五年樓齡以上的工廈，這項措
施適用於各級別數據中心；而若透過修訂地契在工業用地
發展高端數據中心，政府則按實際發展密度高端數據中心
用途（而非最佳用途）來評定補地價。兩項措施會在二○
一二至一三財政年度內推出，申請期至二○一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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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於
明年推出長
者服務券，
每月資助額
2500 至 4500
元

本報記者
林雨燊攝

▲曾俊華表示，暫無意放寬遏抑樓市炒風措施
▲新財政預算案提出，推融資擔保計劃，助中小企
渡難關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