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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駛逾兩個月的昂坪360纜車明日重開，經調查
發現，滑輪啤令所使用的潤滑油，因高潮濕環境及儲
存問題，含有較高水分，減低潤滑效能，導致啤令出
現不規則損蝕。纜車公司強調，事故不涉及纜車安全
問題，已採取連串措施，包括採用抗水性更強的潤滑
油、加密監測滑輪震動及在車廂內加裝實時廣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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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六改善措施

昂坪纜車明重開迎復活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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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抗水性更強大潤滑油，並定期每月檢查潤滑油內的水分含量，把
潤滑油儲存在有濕度控制的物料倉
為維修人員提供重溫培訓課程，提醒有關維修保養注意事項，尤其是
潤滑油防潮意識，並在系統出現異常情況下作出更快應對
全面檢查纜車系統所有啤令及打油
在七組滑輪上安裝檢查儀器，分析震動數據，加強滑輪啤令檢查工作
，加密震動測試由現時四個月一次至每兩個星期一次
提高滑輪膠邊的更換標準及量度位置
加強執行和機電工程署的通報機制

消委會促修改不公平條款

遊客意見

▶來自黃山的
汪先生和黃小
姐： 「我們會
去迪士尼樂園
，但黃山都有
吊車，景色美
得多，對大嶼
山纜車沒有興
趣。來香港，
時間有限，還
是花時間購物
好一點。」

◀兩位姓顏深
圳旅客： 「今
次即日來回香
港，趕不及周
四坐纜車，不
會因故障而不
敢去。若有事
故，纜車公司
一定要道歉，
安撫受影響旅
客。」

▶遊客官小姐
（左）：「第五次
來港，首次來
香港時，未有
纜車，坐巴士
去寶蓮寺，大
嶼山去一次就
夠，山頂纜車
近市區，較方
便。其實，主
要是旅行團坐
纜車，自由行
不會去。」

【本報訊】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工程師盧覺強
指，大型機械使用的潤滑油，又稱為 「雪油」，質地
非常黏稠，呈膏狀，完全不應含有任何水分。他認為
纜車公司 「大意」，營運多年都沒有檢查是否有水分
問題。他又建議，發現問題應果斷決定更換，避免擴
大影響。

盧覺強指， 「雪油」本身不含水分，有水便會減
低潤滑效能，且令機械組件生鏽，造成損耗， 「唔係
有多少嘅問題，係少少（水）都唔得」。潤滑油開蓋
後便會有空氣進入，遇冷就變成水分。他說，昂坪纜
車已運行多年，香港空氣潮濕，但公司在保養過程中
從未考慮過測試水分，是 「大意」， 「通常潤滑油係
用壓力打入去，另一邊就會有嚿油出返嚟，用嚿油樣
本測試就知係咪有鐵鏽或水」。

盧覺強又表示，昂坪360發現組件有損蝕情況，
不應拖延至最後限期才更換，應果斷做決定， 「發現
啤令有問題即時換咗佢，幾日就可以換一個，唔使好
似而家咁停幾個月，影響咁多假期時間」。

【本報訊】昂坪360公司估計，
停駛兩個多月期間受影響旅客約二十
萬人次。有在昂坪市集工作的職員透
露，停運期間營業額減少高達九成，
商舖正與纜車公司商討賠償問題。纜
車公司指，市集商戶無人退租，有給他
們提供特惠津貼，但拒絕透露金額。

昂坪360董事總經理邵信明指，
按纜車平日四千人次、假期七千人次
的載客量計算，停駛期間估計受影響
的客量達到二十萬。若按照纜車標準
車廂單程八十七元計算，估計損失達
一千七百四十萬元。他又承認，昂坪
市集的人流，較去年同期較大跌幅。

本報記者昨日致電多家位於昂坪

的小食店及禮品商舖，了解纜車停駛
期間商舖的營業狀況，大部分店員均
以負責人不在，或公司規定不能接受
訪 問 為 由 拒 絕 回 應 。 Da dolce
Gelato Italiano 雪糕店員表示，營業
額在纜車停運期間減少約七八成，因
為生意慘淡，老闆不得不給員工放假
，並支付他們每日五百元補貼。

一名在昂坪市集工作的職員透露
，不少遊客到昂坪都是希望體驗坐纜
車，纜車停駛導致遊客大減，商舖普
遍反映對生意影響很大，剛剛停運時
有商舖稱營業額減少九成。她指出，
原本昂坪市集在春節期間客流量最大
，纜車正好在這個時段出問題，給不

少商舖造成損失和壓力。現在各間商
舖正在與昂坪方面商討賠償等問題，
又要求對方注意對纜車的維修和保養
，以免再次發生意外。她相信，一旦
纜車恢復運營，生意會大幅好轉。

邵信明指，市集二十四間商戶無
人退租，公司提供特惠津貼給每間店
舖，但數額不便透露。纜車重開後，
遊客本月內購買纜車票或套票，可獲
贈二十元昂坪市集商戶現金券，同時
纜車票在大澳指定商戶有折扣優惠。
已購買年票的旅客可選擇全數退款或
延長期限兩個月。

另外，入境旅遊接待協會主席梁
耀霖表示，昨日才得悉纜車重開，未

能趕及在復活節期間，將其列入內地
團景點。重開初期入境團會將昂坪
360列作自費項目。纜車停駛的兩個
月，旅行社多數讓旅客轉到天際100
遊覽。他說，不擔心纜車多次事故令
遊客卻步，內地旅客不會追貼本港新
聞，但希望以後若再發生事故，纜車
公司能在通報方面做好功夫。

旅行團未列入景點
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則預期，

載客量要到暑假才能回復以往水平，
因市民和旅客都遇到心理關卡，他預
計復活節假期期間，載客量只得未停
駛前的七成。

▲何沛謙（左）稱，不少條款只側
重於服務供應商，建議刪除或修改
當中的條款

▶邵信明
本報記者虢書攝

◀昂坪360
估計，停駛
兩個多月期
間受影響旅
客約二十萬
人次
資料圖片

昂坪360纜車在今年一月二十五
日，即大年初三，由於機場島一組滑
輪啤令出現不規則損蝕，導致纜車運
行不暢順，觸發自動監察系統暫停纜
車運作。昂坪360事發後將啤令送交
實驗室化驗，並更換全線七組滑輪啤
令。昂坪360已通過機電署審核和要
求，獲機電署同意，趕及在復活節假
期前一天恢復服務。

潤滑油水分高致啤令磨損
根據機電工程署調查報告，導致

不規則損蝕的原因，是由於啤令內潤
滑油含有較高水分，大多數樣本含有
一千至七千 ppm 不等，減低潤滑效
果，進而導致滑輪膠邊亦加快出現不
均勻磨損，令牽引纜受影響出現震動
，與啤令本身物料無關。昂坪360董
事總經理邵信明指，已開罐而未用完
的潤滑油，在高潮濕環境下，水分有
機會進入。他承認儲存方法有改善空
間，已更換抗水性更強的潤滑油，定
期每月抽查潤滑油的水分含量，並將
其儲存在有濕度控制的物料倉內，提
高維修人員防潮意識。

調查報告又指，事故滑輪的襯片
在事發前兩日發現部分位置異位，已
安排更換襯片，但未趕及在事發前完

成，當中四成半的襯片事後更發現已
超過磨損的極限。邵信明指，現時指
引是在兩個星期內更換，會將磨損極
限縮窄百分之五。

昂坪360作出多項改善措施，包
括在七組滑輪上安裝檢查儀器，透過
電腦提取震動數據作分析，加強啤令
檢查，並將震動測試由現時每四個月
一次加密至兩個星期一次；提升事故
應變，及早作出停止上客決定；在車
廂內加裝實時廣播，並提供緊急熱線
支援；在車廂緊急包設備中，提供保
暖氈及暖包，並在纜車站設立賓客關
懷站；事故發生後十五分鐘內通報機
電署。昂坪360又將年中的年度檢查
提早至上月二十一日完成，並將報告
提交機電署。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指，昂
坪360重開後，旅遊事務署會連同機
電署和其他政府部門繼續密切監督纜
車系統的運作和服務，確保管理公司
持續進行有效措施，維持服務穩定可
靠。管理層必須汲取教訓，認真落實
及持續執行所有措施。

生意少九成 商戶促賠償

港人北上祭祖擠滿口岸港人北上祭祖擠滿口岸

▲清明小長假，大批港澳居民午後大批排隊入境祭祀祖先

土木署今年將鞏固150斜坡
【本報訊】雨季將至，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去年錄得七十七宗

山泥傾瀉事故，遠低於過去二十年平均每年三百宗的數字，主要因為
本港去年天氣乾燥，但預計今年降雨量會增多，為防山泥傾瀉事故增
加，署方今年會鞏固一百五十個政府人造斜坡，並為一百個私人人造斜
坡進行安全篩選，為三十個天然山坡進行研究和必需的風險緩減工程。

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土力工程處副處長（港島）陳震暉昨日表示
，去年天氣乾燥，山泥傾瀉事故為七十七宗，大大少於前年的二百零
六宗和二十年平均三百宗。 「防止山泥傾瀉計劃」已於一○年完成，
人造斜坡引起的整體山泥傾瀉風險已下降至低於一九七七年水平的四
分一，同年正式展開 「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以銜接 「防止山泥
傾瀉計劃」。 「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目標為每年鞏固一百五十個
政府人造斜坡、為一百個私人人造斜坡進行安全篩選、並為三十個天
然山坡進行研究和必需的風險緩減工程。

陳震暉亦指，八成的山泥傾瀉發生在道路、行人路、小徑及通道
以及露天場地、停車場、遊樂場及花園等設施，去年並沒有任何因山
泥傾瀉而引起的傷亡事故。去年最大山泥傾瀉事故於五月二十二日發
生在荃灣華人永遠墳場，約有四十立方米的山泥傾瀉。土力工程處目
前採用國際最佳的處理方法和最先進的技術，以緩減天然山坡山泥傾
瀉的風險。署方亦已在完成、施工中或計劃即將展開的天然山坡山泥
傾瀉風險緩減措施附近位置豎立警告標誌，提醒公眾人士在大雨時應
該遠離這些地方。

低資會未提最低工資建議
【本報訊】最低工資委員會昨日表示，現時對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並未有任何立場。委員會在考慮所有因素，包括社會各界就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所表達的意見後，才會建議最低工資水平是否維持現狀，還
是作出調整。

最低工資委員會由本周一起，展開為期八個星期的公眾諮詢，並
在網頁列舉不同法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的情況，以提供不同水平的潛
在影響的資料供公眾參考。該會指出，三十五元的法定工資水平，是
勞工組織去年第四季與委員會進行諮詢會面時提出的最高水平，委員
會因此在補充統計資料中，提供按二十九至三十五元作為法定最低工
資進行測試的估算資料。

委員會表示，在上載網頁的有關文件中已清楚表明，列出不同法
定最低工資測試水平的估算，只是為增加委員會工作進展的透明度，
並為邀請公眾及相關組織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供意見，而並非作出
調整最低工資水平的建議。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三日電】
今日是清明小長假第二日，大批港澳
居民午後大批入境祭祀祖先，深港口
岸呈現出境、入境相連客流持續高
峰。

據深圳邊檢總站有關負責人介紹
，深圳口岸的出入境旅客日流量超過
五十萬人次，佔全國的一半以上。而
隨着內地居民赴港澳 「自由行」地區
即通過香港機場中轉出境旅客的進一
步增多，客流還在呈上升趨勢，這些
因素對口岸邊檢通關帶來了巨大壓
力。

其中，港澳居民日均有十六萬多
人次使用自助通道出入境，佔出入境
總量的百分之三十；內地居民日均兩
萬多人次使用自助通道出入境，佔出

入境總量的百分之五。昨日為例，截
至中午十二點，深圳邊檢共檢查出入
境旅客二十四萬人次，其中使用自助
通道出入境旅客七點五萬人次，包括
六點三萬港澳旅客，一點二萬內地旅
客，使用自助通道的旅客、尤其是內
地旅客所佔比極小。目前已辦理 「一
簽多行」簽註的深圳戶籍居民已近一
百萬人，成功進行信息採集、符合自
助出入境條件的旅客還不到一半，僅
佔符合條件的深圳戶籍居民人數四分
一。

目前，羅湖口岸能夠驗放非港澳
旅客的自助通道條數由最初的 16 條
增至100條。而皇崗、福田、深圳灣
、沙頭角等口岸自助通道經過技術改
造升級，包括港澳居民和符合條件的

持商務簽註旅客、 「一簽多行」旅客
等均能使用。

目前能夠驗放 「一簽多行」和其

他符合條件旅客的自助通道達到二百
二十八條，基本覆蓋了深圳各個旅檢
口岸。

【本報訊】無論申請信用卡，或
者健身會籍，都需要與服務供應商簽
訂合約，但本港無規管合約條款的原
整法例，只有針對部分情況的免責聲
明，消委會過去兩年收到二千多宗，
涉及不公平條款合約的投訴。消委會
副主席何沛謙指，不少合約條款，只
側重於服務供應商，但對消費者則不
公平，建議服務供應商刪除或修改當
中的條款，長遠建議政府亦訂立合約
條款法例。

消委會過去兩年接獲二千一百多
宗涉及不公平條款合約的投訴，其中
去年接獲一千一百八十五宗投訴，較

前年的九百三十五宗，增加兩成七。
消委會副主席何沛謙表示，現時市場
普遍使用標準格式合約，作為消費交
易的書面證明。但有關的合約文本，
一般由供應商草擬，本質上側重供應
商的利益；而供應商亦有可能令合約
對自己有利，而損害消費者利益，而
合約一般令消費者感到 「要或不要」
，沒有商議空間。

他又指，消委會首次發出報告列
出標準格式消費合約的不公平條款例
子，解釋其不公平之處及建議如何根
除，其中意圖卸除或局限供應商因其
作為或疏忽，導致消費者受傷所引起

的法律責任的條款，甚至當合約引起
爭議時給予供應商最終決定權，企圖
剝削消費者把爭議交由法院處理的權
利，建議服務供應商刪除或修改當中
的條款。

他又建議，於合約加入冷靜期的
安排，認為可平衡消費者權益保障及
經營效率，建議可定為七個工作天，
而消費者在冷靜期內取消合約的話，
供應商可收取行政費（上限應為合約
價格的百分之七或港幣一千元，以較
少者為準）。他又建議，長遠而言，
政府亦應訂立合約條款法例，以保障
消費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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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軸承外環鐵鏽

▲停駛多月的昂坪纜車決定明日重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