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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處被批調查進度緩慢
查撞船意外竟需3年半

南丫海難令人關注海事處的海上安全
管理與事故調查能力，審計署昨日公布最
新的衡工量值報告指出，海事處調查海上
事故進度緩慢，85%個案調查平均需時一
年半，遠多於處方訂立30周完成工作的目
標，有個案更用了長達三年半的時間才完
成報告。關於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工作，
海事處稱已組成七人小組展開深入調查，
爭取在明年4月初完成報告。

本報記者 汪澄澄

空氣質素25年來不達標

審計署的報告顯示，在2008年1月至今年5月期
間，本港發生的48宗海上意外中，海事處只完成34
宗的調查報告，當中 85%的調查平均需時 69 周才完
成，最慢的甚至拖了164周，即大約三年半。審計署
認為，調查進度緩慢是因為調查人員工作繁重，個案
複雜，且相關人士和機構需要時間作出回應。

免再生意外 報告應早完成
審計署強調，調查海上意外旨在改善海上安全和

防範同類意外再次發生，故應及早完成報告。報告中
又提出，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海事處上載到官方網
站的報告中，有 25 份只有英文版本，影響報告的實

用性，建議處方同時發布中文版本。
海事處回應時承認，現時訂立的 30 周完成調查

報告的目標時限，的確未考慮到有關人士或機構回應
的所需時間，以至個案的複雜程度。另外，新個案發
生令調查人員無法專注原有工作，以及調查期間出現
新證據需再作檢討。處方稱已於去年建立資料庫，監
察調查人員工作量和進度，比較調查工作實際所需時
間和處方的承諾時限，從而確定工作是否符合時間表
。處方又表示會留意用中文草擬涉及本地、內河船隻
事故的調查報告。

對於審計署希望海事處盡快完成 10 月 1 日造成
多人傷亡的南丫島重大海難，處方回應說，已組成七
人小組，就事故展開多方面調查，會盡快完成有關工
作，爭取在六個月內完成報告，不過就未能透露具體
工作進展。

審計報告並指出，海事處未迅速跟進船隻牌照過
期情況，截至今年5月，本港有14,517艘本地船隻牌
照已過期，當中 3,310 艘逾期未檢驗，若繼續行駛
可能威脅海上安全。審計署建議處方檢討驗船工作
安排和規定，如進行海港巡邏時要翻查記錄，向牌
照過期或逾期未檢驗的船隻採取措施，並訂立監察
程序。

審計報告又指海事處管理公眾貨物裝卸區不善，
空置停泊位重新招標透明度不夠，有中標者先退還高
價投得的停泊位，再經關連公司以較低投標價重新競
投同一泊位，裝卸區車輛進出控制系統管理有待改善
，審批船隻圖則的時間未能達到承諾的時限目標等。
管理私人繫泊設備時，當擁有人已取消船隻牌照，未
要求擁有人移除其繫泊設備，以騰出繫泊位重新編配
。審計署希望處方盡快檢討和改善。

【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南
丫島海難造成 39 人死亡和多人受傷
，經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在
立法會會議上，建議當局成立常設的
「緊急災難應變基金」。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稱，現已有多個慈善基
金為緊急或非緊急事故的受害者提供
經濟援助，可研究是否放寬 「緊急救
援基金」的救助範圍。

梁美芬詢問，政府有否向傷者及
死者家屬發放緊急經濟援助，及制訂
其他較長期的措施，協助有經濟困難
的意外受害者。她又問及，有關人士
是否合資格申領社會福利署轄下的
「緊急救援基金」，並建議當局汲取

花園街攤檔大火的善後經驗，考慮成

立常設的 「緊急災難應變基金」。
張建宗回應指，由於是次南丫島

事故不屬於天然災害，故社會福利署
轄下的 「緊急救援基金」並不適用，
但當局及多個慈善機構已即時向事故
的受災人士及其家屬提供經濟援助，
現時也有不少慈善基金，在非緊急或
緊急的情況下，向受影響人士提供援
助。至於當局會否放寬 「緊急救援基
金」的救助範圍，張建宗說，可再作
研究，但要檢視會否扭曲基金設立的
原意。

另外，港燈於事發後發起的公眾
捐款行動，也不斷得到社會各界和市
民大眾支持，相信累積善款將超過
500萬元。一名善心人士也響應行動

，捐出個人珍藏──國學大師饒宗頤
去年親手書寫的墨寶「積善餘慶」，拍
賣將於本月27日在會展中心舉行。

為防止類似事故再次發生，及為
日後事故中的受影響人士提供資金援
助，海事處的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於上月 26 日開會，討論十項改善

措施，包括將指引性的措施立法施行
，加強海上交通管制；參考陸上交通
意外傷亡者援助基金，考慮設立海上
交通安全援助計劃。海事處發言人昨
日稱，有關改善措施仍在討論中，需
要一定時間才能實行。

過半侵權案5年未埋尾
【本報訊】記者李盛芝報道：審計報告指出，

海關轄下負責侵犯知識產權執法工作的版權及商標
調查科，其個案紀錄庫應最少每兩個月更新。但截
至今年 4 月，審計署發現，在 1.2 萬宗仍在處理的
個案中，11%的個案在 7.7 個月內一直未有更新，
過半數的個案調查逾五年更未結案。

同時，審計署審查版權及商標調查科 70 宗尚
未完結的個案，發現41%個案在調查後沒有擬備進
度報告，其餘則兩年或以上未有跟進調查，甚至有
個案平均事隔七年仍沒更新資料。在打擊網上盜版
活動方面，審計署提及，海關在 2007 年 4 月開發
網上監察系統，只能監察BT（檔案分享軟件）點
對點網上侵權，卻未能監察其他檔案分享軟件或技
術。

針對以上問題，審計署建議，海關應採取措施
，確保版權及商標調查科人員妥善管理案件處理系
統資料庫，包括制訂監控措施。此外，海關亦有需
要提升電腦系統，以便打擊利用最新軟件或技術，
進行懷疑網上侵權的活動。海關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並指已提醒有關部門定時更新資料，以及將在明
年推出新的案件處理系統內設置附加工具，以更有
效地監察情況。

120萬個口罩存9年未用
【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審計署調查發現

，政府物流服務署為其他部門採購物料時，曾經七
次人為地 「拆細」採購項目，將採購價值降至143
萬元以下，從而繞過公開招標程序，可用報價形式
採購，總值超過930萬元的合約，結果由同一個供
應商取得。另外，物流署早年購入的120萬個口罩
，存放多年，直至過期仍未使用。

政府物流服務署負責為各政策局與部門採購物
料和服務，根據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若
採購價值過143萬元，便需透過公開招標程序採購
，凡有意競投的供應商均可投標；143萬元以下的
採購就可用報價方式進行，只有獲邀請的供應商才
可出價競逐，而每次須邀請最少五名供應商報價。

審計報告指出，政府物流服務署在 2008 至
2011年期間，每年平均招標270次，涉及批出合約
總值53.6億元，同期每年平均處理120宗報價採購
個案，涉及物料總值8,500萬元。審計署抽查28宗
報價採購發現，在2009年2月至2010年10月期間
，物流署為公務員事務局分七次採購了總共 6,217
個金章，每次採購金額均少於143萬元，但若以年
度劃分，09年的三次採購涉及總額360萬元，10年
的四次採購涉及總額570萬元。

審計署指，這兩年的採購總額均超過143萬元
，理應以公開招標方式購買，而不是分七次重複採
購。而且調查發現，物流署就這七次採購，全部均
選擇了同一供應商。物流署直至 2010 年 9 月 29 日
，即在接獲公務員事務局最後一批採購要求後，才
告知該局，須採用招標程序才可大批購入金章。審
計署認為，物流署身為政府的中央採購代理，應確
保符合最佳經濟效益，保持公開公平競爭，不應藉
分期採購來規避招標程序。

物流署回應稱會定期提醒各局與部門，不可人
為方式把採購項目分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回應解
釋，當時採購程序是臨時安排，由於金價波動，供
應商不願提供有效期超過一個月的出價，故採用報
價方式購買金章。

審計署又發現，物流署在 2003 年沙士爆發期
間，為教育局購買了120萬個手術用口罩，存放在
營運中心至今九年，從未使用，現已過了使用期限
。物流署回應稱會加強核實物料貯存期限，協助教
育局處置不適宜使用的手術用口罩。

【本報訊】審計報告批評巴士路線重整計劃進度緩慢
，未能有效改善路邊空氣質素，多名立法會議員支持重組
巴士路線。運輸署回應指，會持續進行巴士路線重組，並
加強部門合作。有環保團體就促政府實行跨部門合作，共
同制定改善空氣污染的目標。

審計報告指過去三年，巴士班次只是減少了 1.1%，
遠較建議的10%低，巴士重整路線進度緩慢。立法會議員
葉國謙表示，支持巴士重組，但認為不能只提單一路線，
需要有全盤計劃，巴士公司需提供轉乘優惠。工聯會王國
興說，重組路線最重要尋求每區與居民之間的共識，滿足
居民需要又減少污染，巴士公司不可用未能重組就加價的
方式，威逼市民接受。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范國威認為，運輸署及
規劃署應配合尋找地方，設立巴士轉乘站，減少巴士路線
在繁忙時段及地區重疊，運輸署應協調區議會與巴士公司
。西貢區區議員方國珊就擔心將軍澳的交通服務被港鐵壟
斷，要求政府在重組巴士路線時，維持區內過海巴士的競
爭力。

運輸署表示，重整巴士路線會持續進行，在諮詢專營
巴士公司和相關區議會後，會推行審計署的建議，與環保
署商討減少專營巴士班次的策略。環保署則 「四招」改善
路邊空氣質素，包括加快更換嚴重污染的車輛、在繁忙的
走廊推出低排放區試點、優惠措施鼓勵遠洋船隻在香港泊
岸時，使用清潔船用柴油，以及加強管制新入口非路面流
動機械的排放。

香港地球之友批評政府未盡力改善空氣污染，促請政
務司司長做好統籌角色，要求環境局與運輸局、海事處、
工務局等部門，聯合制定改善空氣質素的共同目標，共同
問責。思匯政策研究所運輸及可持續發展研究主管吳家穎
認為，淘汰老舊和高污染的柴油商業車輛是減少路邊空氣
污染的重要措施，長遠而言，應立法規管船舶的排放污染
，政府應藉改革空氣污染指數系統，加強與市民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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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指海關在2007年4月開發網上監察系
統，只能監察BT（上圖）點對點網上檔案分享軟
件侵權，卻未能監察其他檔案分享軟件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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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本港多項
空氣指標 「肥佬」，審計署批評環境保護署
改善空氣質素不力！審計署昨日公布的報告
指出，環保署制定空氣污染指數低於100的
目標，五年來從未達標，甚至越做越差，超
標日數年年上升，整體空氣質素指標也是
25 年來從未完全達標。審計報告指政府取
代柴油車不力，建議盡快推行巴士路線重
整。

空氣污染指數由0至500的數值劃分為
五級，超過100即是空氣污染達至 「甚高」
或 「嚴重」的水平，環保署在 06 年度制定
目標，全年空氣污染指數低於100，即是全
年所有日子的空氣污染指數都不能超過100
，保障市民健康。不過，審計署發現目標制
定五年來，不但從未達標，反而有惡化趨勢
，2007 年有 74 日的空氣污染指數錄得超過
100，之後持續上升，去年全年增至 175 日
，較2007年增加一倍。

審計報告並指出，本港各個空氣質素指
標，自 1987 年訂立以來，從未完全達標。
以去年為例，路邊二氧化氮的平均濃度是每
立方米含122微克，超標一半，較世界衛生
組織訂出的上限更高出兩倍。路邊可吸入懸
浮粒子的濃度也同樣超標，與悉尼、倫敦等
國際大都會相比，高出一倍至兩倍不等，而
現時已有證據顯示，二氧化氮及可吸入懸浮
粒子均會增加患肺癌的風險。

審計署指政府將在後年採用新的空氣質
素指標，減少四種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但

大部分是世衛的中期指標，未能足夠保障公
眾健康，政府需制定空氣質素管理策略，長
遠達至更高的世衛標準，另加強公眾匯報機
制，包括公布空氣質素的目標和達標程度。

資助換車 重整巴士線
政府雖自 2000 年起，多次推出資助計

劃更換高污染柴油車輛，但審計報告指，
2007 年及現正推行的資助更換歐盟 II 期或
以前的柴油車輛計劃，成效不大，參與率分
別只有29%及11%。12萬輛在街道上行駛的
柴油商業車輛中，仍有44%即大約五萬多輛
高污染車輛，審計報告認為，環保署需制定
更佳策略，減少高污染車輛數目。

審計報告亦指巴士重整路線進度緩慢，
由於專營巴士廢氣排放量佔總排放量40%，
建議盡快重整路線。根據環保署顧問估計，
減少10%巴士班次，已有助減少156公噸路
邊氮氧化物排放量，成本效益很高，但在
2009 至 2011 年期間，銅鑼灣、中環及旺角
等三個繁忙地點的巴士班次只減少 1.1%，
進度緩慢，為達至 2014 年落實的空氣質素
，運輸署和環保署須積極推動計劃，減少專
營巴士班次。

另外，審計署認為香港規管船隻排放的
標準落後、規管船隻使用污染較少的超低硫
柴油和管制船隻排放黑煙的進度緩慢，需要
適時檢討及盡早立法規管；針對發電廠排放
的氮氧化物排放限額遠高於環保顧問的建議
，審計署建議檢討本地的發電燃料組合。

▲ 審計署建
議政府盡快
重整巴士路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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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團體助海難家屬
▼張建宗指社署▼張建宗指社署 「「緊急救援基金緊急救援基金」」
並不適用南丫島海難，但當局及多並不適用南丫島海難，但當局及多
個慈善機構已向傷者及家屬提供經個慈善機構已向傷者及家屬提供經
濟援助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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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1月至今年5月期間，本港發生了48
宗海上意外，海事處只完成34宗的調查報告，當
中85%的調查平均需時69周 資料圖片

空氣污染指數超標情況
年份

超標日數*

*空氣污染指數錄得超過100的日子
資料來源：審計署

2007

74

2008

94

2009

109

2010

142

2011

175

▲ 環保署在2006
年度制定全年空
氣污染指數低於
100，以保障市民
健康。不過，目
標制定五年來從
未達標

近年海上意外調查報告
年期

事故數目

完成報告數目

30周內完成報告數目

超過30周完成報告數目

仍調查中的報告數目

調查中已超30周的報告數目

資料來源：審計報告

2008年1月至
2012年5月

48

34

5

29

1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