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地質公園升格為世界級地質公園
後，西貢區內前往地質公園的遊樂船與遊
客數目不斷上升，但區內糧船灣、滘西洲
及橋咀洲三個舊碼頭設備簡陋，旅遊團渡
輪無法泊岸，乘客上落船也有墮海危險，
擔心世界級地質公園稱號不保。西貢區議
會旅遊及經濟發展工作小組建議，動用區
議會的1億元 「社區重點項目」 撥款，重建
3個碼頭。

本報記者 余育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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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難憑肉眼辨認
3港團友遺體需DNA鑑證

【本報訊】民政事務局昨日表示，政府就發展啟德體育
園區向商營企業徵求初步意向，反應踴躍。民政事務局發言
人表示，截至上月28日，共收到40份意向書，分別來自建築
師、建築承建商、體育及娛樂公司、項目管理公司、銀行以
及顧問公司等。

行政長官在2013年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正加緊推動啟德體
育園區的籌劃工作。啟德體育園區將為市民提供嶄新的體育
設施和世界級的比賽場地，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體育盛事中
心的地位。民政事務局探討聯同商營機構和其他持份者，共
同發展啟德體育園區。

民政事務局於今年1月18日公開邀請商營企業提交不具
約束力的意向書，截止日期為2月28日。徵求意向的目的，
是取得商營企業就一系列課題的反應，包括：對啟德體育園
區的建設模式和融資安排，商界對這計劃準備的投資規模和
方式，公私營部門在設計、建造和營運方面的合作程度，以
至提升體育園區營運能力的方法等。

發言人指出，政府將會分析收集所得的意向書，並在4
月印製報告，然後研究決定體育園區籌劃和採購方面的安排。

啟德體育園獲40意向書

疏導地質公園旅客

香港地質公園有8個景區，當中糧船灣、甕缸群
島及橋咀洲3個景區在西貢，乘船前往有關景區的遊
客，須使用糧船灣、滘西洲及橋咀洲3個碼頭。西貢
區社區中心總幹事譚景華表示，自從香港地質公園於
2011年成為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成員後，慕名而至的旅
客日益增多，遊覽人次每年增加約30%，上年遊覽人
次高達40萬，碼頭已應付不了遊客流量，更可能對遊
客構成危險。

碼頭水淺船隻難靠岸
糧船灣、滘西洲及橋咀洲碼頭起初專為街渡和小

艇而設，面積小，水深低，較大船隻難以靠岸。正剛
旅行總領隊陳溢晃表示，橋咀洲碼頭缺乏固定船隻設
施，而且水深最淺，旅遊團渡輪無法直接靠岸落客，
需依靠小艇轉駁。每艘小艇可載6至8人，每趟使用1
至2艘，要接送渡輪的200至300名乘客相當費時，上
岸更須在船首跨步而上，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墮海。糧
船灣及滘西洲碼頭屬 「L」形設計，僅提供一艘小船
的停泊空間，在天后誕和洪聖爺誕等遊客高峰期時，
經常出現兩至三艘渡輪排隊等落客的情況，擠擁情況
嚴重。

西貢區議會轄下旅遊及經濟發展工作小組早前建
議，動用1億元重點工程撥款，將3個碼頭重建成長條
形，伸延至較深水的位置，提供足以讓兩艘渡輪同時
使用的空間。

西貢區議會昨日實地視察有關碼頭現時情況，西
貢區議會主席吳仕福稱，擔心碼頭問題會影響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對香港地質公園的評級，長遠對本港旅遊
業帶來負面影響。

區會倡動用億元撥款
西貢區議會財務及行政委員會副主席李家良稱，

區議會內普遍同意重建，但是否動用該1億元撥款，
有待商議，但由於重建碼頭有助長遠提升香港旅遊業
質量，有信心爭取成功。

地貌岩石保育協會聯絡召集人何志壯稱，支持重
建碼頭，認為提升碼頭質量，有利香港地質公園在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級時加分，但相信就算保持現狀，
被扣分的機會很微。

土木工程拓展署早前承諾若獲撥款，將負責有關
工程，現正進行初步設計及評估。有關提案將於下周
二的西貢區議會會議上討論。

西貢三碼頭擬重建

【本報訊】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昨日討論新鐵路
安排，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政府就鐵路發展策略
檢討分別展開兩次諮詢，包括去年跨區鐵路走廊路線問題，
及地區性優化方案，加上新界北未來會有新發展，興建北環
線不存在拖延，待年底顧問報告提交後，明年內將完成評估
，並訂出至2031年新鐵路項目路向。

工聯會王國興在會上表示，收到不少港島南區的居民反
映，南港島線西段應延伸至瑪麗醫院，令當區的居民亦能受
惠。路政署鐵路拓展處處長陳志恩表示，建築鐵路目的是紓
緩香港仔隧道的塞車情況，加上顧問公司研究過瑪麗醫院的
地勢險峻，興建鐵路存在困難。

民建聯梁志祥認為，西鐵加設洪水橋站將可方便未來入
住該區公屋的居民。陳志恩表示，西鐵加設洪水橋站，會令
整體車程延長3至5分鐘，或會使乘客減少，需再作研究。同
時，亦有議員在會上表示，現時鐵路發展應以某區未來人口
增長為最主要考慮因素，並非以港鐵公司利益為先，並希望
政府發展鐵路具前瞻性，考慮區域人口未來變化及推動當區
經濟，希望北環線盡快落實興建，紓緩區內交通擠塞問題。

【本報訊】海事處高級驗船主任王永泉昨出席南丫島海
難聆訊時表示，2008年海事處推出新規例，要求船隻必須備
有100%的救生衣，當中5%須為小童救生衣，但處方以同一
時間推出多項船隻新規例，為免船主有太大經濟壓力，故並
未徹實執行。

高級驗船主任王永泉又稱，由於未全面執行救生衣的新
規定，故 「南丫4號」早前接受海事處定期檢查時，雖無兒
童救生衣，也獲得通過。

王永泉又表示， 「南丫4號」結構與圖則有出入，船廠
方面有很大責任，認為處方可參考目前審批遠洋船的做法，
對本地船隻制訂一套指引及表格，避免有關人員在驗船時有
遺漏；同時提醒檢查人員在計算船艙穩定性時，要留意船身
長度。

南丫4結構不妥船廠有責

北環線明年完成評估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源頭減廢是新政府首要環
保政策，為更好借鑒外國經驗，環境局計劃邀請立法會議員
於4月2至5日赴韓國首爾考察，了解當地管理廢物的經驗。
行程包括出席韓國環境局的座談會，考察住宅同商業樓宇廢
物管理，了解當地廚餘回收系統、堆填區同焚化設施等。

立法會內部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韓國首爾廢物管理考察
行程，雖然政府原先只邀請環境事務委員會議員參加考察，
但部分非該委員會的議員都希望考察團可開放給其他議員報
名，目前總共有17名議員表示有興趣參加。

根據行程表，考察團在4月2至5日，將先後訪問首爾市
議會及非政府環保團體，出席韓國環境局的座談會，了解當
地廢物管理的現況和策略，然後會考察垃圾收費及監管系統
，以及了解韓國政府推出的101減少廚餘的方法。

議員下月赴首爾考察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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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泉表示 「南丫4號」 結構與圖則有出入，船廠方
面有很大責任

【本報訊】記者譚月兒報道：候任
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將於下月1日正
式履新，他表示關注香港接待旅客能力
，希望藉與演藝界深厚人脈，鼓動演
藝界義務幫助推廣香港旅遊業，不擔心
會被指利益輸送。另外，旅發局對 「世
通假期」被吊銷牌照和開除會籍，表示
支持。

林建岳昨日出席 「2013香港旅業展
望」活動時稱，對獲委任感到榮幸。本
身是電影及唱片公司老闆的林建岳稱，
不擔心這個身份被指利益輸送，更以半

開玩笑式的語氣說，會利用自己的人脈
推廣香港旅遊業， 「我希望單方面有利
益輸送，利用我的演藝界人脈，希望有
更多香港演藝人義務為香港出力。」

就近期內地訪港旅客增加，觸發兩
地矛盾，他稱非常關心香港接待遊客的
能力，政府需在多方面作出平衡，例如
旅遊景點與酒店房間是否足夠。至於有
個別旅行社的行為，令香港聲譽受損，
他認為要正視問題，將來要與旅監局密
切聯繫。

將於本月底卸任的旅遊發展局主席

田北俊稱，支持吊銷世通假期的牌照，
期望獨立的旅遊監管局於明年中成立，
監管旅遊業，杜絕有關投訴。

旅遊事務專員容偉雄表示， 「世通
假期」被吊銷旅遊牌照和旅議會會籍，
已 「強烈清楚地」展示政府不會容忍姑
息違規旅行社。目前，有關當局會繼續
調查，包括了解 「世通假期」的接待工
作，及其與內地組團社的關係等。他又
稱， 「世通假期」事件凸顯現行旅議會
的10項內地入境團規管措施，未夠嚴謹
，有必要重新檢討。

林建岳：演藝人脈助推旅遊
◀林建岳
希望藉
與演藝界
深厚人脈
推廣香港
旅遊業
本報記者
蔡文豪攝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在埃及樂蜀熱氣球爆炸慘劇遇難
的9名港人，遺體已獲初步分辨，其中6具已獲確認身份，另外3具
遺體因高空撞擊導致難以辨認，預料可能需DNA科技協助鑑證。
家屬原定昨日到事故現場路祭，惟因通宵認屍而押後至香港時間今
晚進行。埃及樂蜀省政府承諾成立專家小組，徹查爆炸事故。

埃及當局昨在樂蜀意外現場舉行簡單悼念儀式，中國、日本及
匈牙利領事偕部分死者家屬持國旗默哀。樂蜀省長薩阿德及旅遊業
界代表、遇難者生前入住酒店的職員亦有獻上鮮花，在場有神職人
員為死者禱告。

在中國駐埃及大使宋愛國協助下，10名家屬與隨行的本港專家
，前晚通宵9小時穿梭開羅多間醫院辨認遺體。9名遇難港人遺體已
獲初步分辨，其中3男3女的身份已確認身份。宋愛國離開醫院時稱
，辨認工作有進展，工作有成效。他說，中方工作組與埃及外交部
、旅遊部等多個部門密切合作，就遺體辨別、遺物保存及事故原因
調查等多方面積極開展工作。

6人已獲家屬確認身份
據悉，6具已確認身份的遺體中，4具屬於姓何家庭，2具來自

其餘兩個家庭。餘下2女1男遺體仍有待考證，隨行協助家屬辨認遺
體的衛生署法醫賴世澤昨日表示，死者從高空跌下時受到嚴重撞擊

，家屬難以憑肉眼辨認遺體身份。其中一間停放遺體的醫院的醫生
賽義卜稱，其中一具港人遺體完好，但超過五成皮膚燒傷，及因高
處墜地造成腦創傷。

警方災難受害者辨認小組總督察張惠民稱，就3具未辨認身份
的遺體，小組會繼續按家屬提供的照片及身體特徵等資料鑑定，現
階段集中處理遺體辨認及移送程序，其後才考慮使用DNA技術及
其他法證科技展開搜證工作。

隨行協助家屬的醫院管理局高級臨床心理專家鄺羅淑兒稱，急
症室護士預先根據家屬早前提供特徵，先行將遺體分類縮窄至合
範圍，而非一次過要家屬檢視所有遺體，以免加重其心理負擔。家
屬經心理輔導後情緒穩定，但須避免再受刺激。

5團友昨已先返抵本港
勝景遊同行6名沒有上熱氣球的團友，其中5人聯同領隊昨午約

2時半返抵香港，另1名團友則因親友遇難，續留當地善後。
中國駐埃及大使館領事部主任張寶齊約見樂蜀省長薩阿德，要

求埃及盡快調查慘劇原因。薩阿德承諾在兩、三星期內公布最終調
查報告。他接受有線電視訪問時稱，對有港人遇難表示歉意，對家
屬致以深切慰問，承諾成立專責小組徹查事故，循人為錯誤或其他
因素等方向調查，調查過程會公開透明，歡迎外國專家加入。

事故中生還的29歲熱氣球操作員穆拉德及49歲英國男遊客倫尼
，仍然留醫。穆拉德已清醒，但仍未能錄取口供。埃及當局初步調
查指熱氣球的降落用繩索纏住氣喉管肇禍，穆拉德無關上燃料樽的
閥門導致火勢蔓延，但肇事Sky Cruise公司一名高級駕駛員不認
同，指穆拉德已盡全力保護乘客，協助熱氣球陸的纜索在籃外，
燃氣罐及噴火器在籃內，推斷慘劇由於機件老化導致氣體泄漏引致
，不應歸咎駕駛員。

香港旅遊事務專員容偉雄表示，當前做好善後，業界將檢討旅
行團自費活動向旅客解釋風險所在。政府已派員陪同家屬於當地處
理善後工作，須待埃及政府完成起因調查後，才可繼續跟進事件。

▲樂蜀民眾在熱氣球爆炸事故現場悼念遇難者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