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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舉行
㱑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討論港珠澳大橋石屎

安全問題。鍾錦華指，在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路政署收到土木工程拓展署共
210 個有關混凝土測試樣本懷疑造假的
資料，位置分佈相當廣泛，主要有 3 個
路段，包括香港接線、口岸及屯門至赤
鱲角連接路，並隨即開始進行檢視。
鍾錦華續稱，路政署已就 203 個懷
疑造假的樣本資料，鎖定相關工程範圍
及為當中 159 個結構位置優先進行混凝
土強度測試，包括 10 個建築位置、29
個隧道位置、28 個橋位置和 47 個其他
位置，共 114 個，而餘下的 45 個屬地下
或水下位置，至今已完成 13 個打石屎槍
檢測，強度達到要求。

多名立法會議員要求政府直接就涉
及 159 個樣本懷疑造假的結構位置，全
面進行取芯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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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錦華表示，當局會進行取芯測
試，但仍需徵詢獨立專業機構及建築工
程公司的意見，因為取芯是在結構關鍵
位置取一嚿石屎出來，可能會破壞原有
結構。
他續稱，部分位置如水底、地底位
置在建造時，有 5%已取芯並由工程師
進行測試，結果反映質量沒有問題，當
局會比對已取芯的樣本和 45 個涉事的水
底或地下樁柱本身，是否有相同，如
有，會先做混凝土強度測試，重申必會

確保橋樑安全。
有立法會議員質疑，土木工程拓展
署為何沒有即時上報，批評兩個部門工
作不配合及有否相關部門人員失職。土
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林世雄回應指，曾做
過相關評估，認為事件對大橋質量沒有
實質影響，亦有通知路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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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續稱，廉署在 5 月中發現可疑造
假事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已即時聯絡
路政署分析數據。他補充，只有 0.1%
數據涉調包，上周交路政署跟進，但
承認去年發現事件後，沒有通知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張炳良稱，路政署在通車前會做負

重荷載測試，確保安全後才通車，並呼
籲各方冷靜處理事件。他續稱，局方在
5 月 19 日才得悉事件，政府一直將工程
質素放在首位，並稱路政署也是事件的
受害者，對行內專業誠信方面亦大受影
響。他續稱，在 6 月 3 日，在 3 項工程中
3,000 個結構關鍵位置，已完成 2,000 個
打石屎槍測試，全部合乎要求。
另外，有結構工程師表示，抽石屎
芯測試雖然事後可以灌漿補救，惟一旦
破壞鋼筋就不能補救，認為政府測試時
一定要小心避開。
他續稱，若要抽取地底或水底的樁
柱位置，便要由樁面鑽下抽取，但現實
是大橋結構已經興建，要再抽驗是十分
困難。

ᆘौ҄ઉઅ 
ĝᡚֺĞ
Ѹᵉშᓣ҂⃖

㱑᳆ᘲࢂీㇴ効ㇿ⨦ ֽ༢܁劺眼睛
是靈魂之窗，但隨着年紀漸大，不少人會
患上白內障，患者除了視力受損，亦會因
視力缺損而出現抑鬱症狀。為了紓緩患者
的等候時間，港安醫院慈善基金為基層人
士免費做白內障手術，免卻長者等候之
苦，過去兩年累積進行469宗手術。
白內障是常見眼疾，因晶狀體老化
而成，故年紀愈大，患病風險愈高。患
者的視力隨時日每況愈下。不過，要在
公立醫院接受手術須輪候兩年以上，其
間不少患者視力雖然僅餘三四成，但仍
無法做手術，令生活大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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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歲的退休人士楊先生一家居於劏
房及領取綜援。他說，在 2015 年發現自
己視力模糊、有重影及常流淚，經義務
的視光師檢查，發現他雙眼均患上白內
障，當時情緒大受影響，“我也數十
歲，為何現在才會發生這種事？為何現

在才看不到？”他指，白內障對生活影
響甚大，家住唐 6 樓，常看不清樓梯致
險象環生；平日看報紙需要用放大鏡，
連水也倒不了，在街上遠處碰見親戚，
也只能憑其聲音辨認。
他到公立醫院求診，惟視力的衰退
程度未符合做手術的條件，僅獲發眼藥
水。他無奈表示，由於在首次覆診時遲
到，須重新排期一年，原訂本月才第二
次覆診。及後，他經慈善團體轉介至港
安醫院慈善基金轄下護眼基金，並在本
月接受左眼的無刀激光白內障手術。
港安醫院慈善基金轄下護眼基金眼
科專科醫生龐朝輝指，人體眼睛內的晶
體由水及蛋白纖維組成，蛋白纖維依特
定模式排列，令晶體清晰及容許光線穿
過。然而，隨着年紀漸大，蛋白纖維退
化，晶體變得混濁，形成白內障。雖然
白內障手術較簡單，但輪候人數眾多。
龐朝輝指，患者的視力一般退化至兩成
或以下，才能輪候手術，候時約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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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報道中國國際航空一班由香港飛往成
都的客機，懷疑在未按空管人員指示下
左轉，一度偏離正常航道，形容當時是
“險撞大澳山頭”。香港民航處回應事
件表示，航機曾偏離正常航道，當局按
程序即時跟進，事件未有對航空或公眾
安全構成威脅。國航則表示，由於當時
無線電頻率繁忙，機師對指令存在疑
問，後經地面管制員提醒，機師及時修
正，未曾觸發地形警告，及未對安全造
成影響。
報道指涉事客機編號為 CA428，屬
空中巴士 A320 號客機，在赤鱲角機場起
飛後約兩分鐘，控制塔三度指示客機爬升
至 1.3 萬呎，但客機突然在約 3,000 呎高

空左轉，飛往大澳方向，空管人員即時指
示機師立刻往右飛，險撞向旁邊高 3,066
呎的鳳凰山。報道指懷疑機師未能聽清楚
機場空管人員指示，險釀意外。國航最終
於約 3,650 呎高空轉向右飛，改變航道，
並於同日晚上11時21分安全抵達成都。
香港民航處發言人表示，涉事的航
機 4 日晚 9 時許在香港國際機場南跑道起
飛後不久，空管人員發覺航機偏離正常航
道，於是即時向飛行員發出指示，並將該
航班帶回正確航道。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在香港空域內其他航機的安全亦無受到影
響，航機全程與其他飛機或建築物保持最
低標準間距，沒有碰撞的危險。民航處
亦已要求涉事的航空公司提交報告和通
知國家民航局相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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ཋൎ劺香港違例泊車問題愈
見嚴重，政府計劃提高俗稱
“牛肉乾”的違例泊車罰
款 ， 由 現 時 的 320 元 （ 港
元，下同）增至 400 元，更
計劃在路邊加裝閉路電視，
多方面入手打擊違例泊車。
不過兩個“如意算盤”未打
響已引起司機不滿。立法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田北辰
表示，現時警力不足致執法
率低，建議在部分違泊黑點
安裝閉路電視，並在安裝地
點附近列明錄影片段的用
途，以釋除市民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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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辰 5 日出席電台節
目時稱，提高罰款的做法沒
有阻嚇力，因為現時停車場
泊位不足，致駕駛者不時需
要違泊，加上警力不足難以頻密巡查違
泊地點，直言“平均 10 次違泊只捉到 1
次”，建議當局在違泊黑點安裝閉路電
視，拍下違例的駕駛者及車輛。被問到
措施會否涉及私隱問題，田北辰回應
指，已向私隱專員公署了解，只要在有
關地點加裝提示牌，提醒市民該處正在
錄影便可。他補充，政府未來也要修
例，讓錄像可用作呈堂證供。
他續稱，新加坡現時設有 70 個監
察區，沒有錄影前每區每日約發出 30
張告票，實施錄影後，有關告票減至每
日 3 張，成效顯著。田北辰又建議政府
延長巴士站雙黃線範圍，禁止車輛違
泊，並效法新加坡，在巴士站前的位置
劃出禁泊黃格及“巴士優先”，所有車
輛必須讓巴士先行，減少對乘客的影
響。
有聽眾表示，有車房使用“雪糕
筒”霸車位，令當區居民不能泊車，只
好違泊，擔心提高罰款反而令停車場加
價，認為在違泊黑點加裝閉路電視，才
能杜絕違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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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內障除影響患者的視力，更會增
加他們患上抑鬱的機會。龐朝輝引述澳
洲的研究指，當地 329 名由眼科醫生推

薦進行白內障手術的病人中，有 94 人出
現抑鬱症狀，部分人即使在術後，其抑
鬱症狀亦不會消失。他解釋，因患者的
視力受損，對日常生活造成影響，易生
意外，等待手術的時間很長，亦令患者
的情緒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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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航空一班客機上月 24 日於紅雨期間
滑出跑道的嚴重事故，意外仍在調查
中。不過，5日有報道指獲得機場北跑
道在意外前9小時的抗滑值檢測報告，
聲稱北跑道抗滑值不合格，因而影響
跑道雨天濕滑時的可靠性。民航處發
言人5日回應，指事故正調查中，強調
事故發生前，並無收到機管局通報機
場北面跑道的摩阻狀況未達標。
報道指，根據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指引，機場跑道路面抗滑值，以時速
65 公里檢測，平均抗滑值無論任何天
氣情況下，均不能低於 0.53，避免跑
道出現滑溜現象。但根據其獲得的上
月 24 日東航出事前 9 小時的抗滑值檢

測報告發現，3,800 米的機場跑道中，
一段至少600米的路段，在連續兩次測
試中，抗滑值均錄得低於標準 0.53，
在其中一次測試中，最低一段更曾出
現只有0.11的平均抗滑值。
香港民航處發言人表示，機管局
有責任負責機場跑道的整體維修，民
航處作為監管機構，會定期巡查機場
設施，如發現有不足之處，會要求機
管局採取適當跟進。
但機管局在接受查詢時，並無正
面回應北跑道在意外前的抗滑值檢測
是否低於標準，只強調會定期利用量
度跑道摩阻力，確保飛機起降安全。
如確定量度的數值有異常情況，會通
報民航處及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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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會在 3 月底以市價七折推售的彩虹
和梅窩 2,057 個新居屋單位，預計明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落成。消息指，房委會
最快本月 22 日攪珠，以決定申請人的揀
樓次序。
新一期居屋彩虹彩興苑、梅窩銀河
苑及銀蔚苑共提供 2,057 個單位，面積
由 368 平方呎至 552 平方呎不等，售價
約 139 萬至 385 萬港元，最快明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落成。消息指，房委會最快
本月 22 日攪珠，以決定申請人的揀樓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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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署公佈最新數字顯示，樂富的
香港房屋委員會客務中心累計共收到約
9萬份居屋申請表，超額申請達42倍。
不過，相關數字仍未計算經郵寄遞
交及屋邨辦事處接獲的申請表，最終數
字或衝破10萬份，料競爭激烈。
根據過往程序，攪珠儀式將於位於
樂富的房委會客務中心舉行，攪珠結果
公佈後，房委會會向審核資格次序較先
的申請者，發出通知要求提供相關證明
文件審核其申請資格。
今次新居屋綠、白表配額比例仍各
佔一半，房委會已分別預留 600 個及 100
個配額予“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及
單身人士申請。房委會亦會在今次同時
一併出售 36 個因個人或經濟問題取消買
賣協議的居屋貨尾單位。

【地產專欄】 房屋購買和房屋貸款的問與答
對於第一次購買房屋的大眾來說，對
於整個房屋購買的流程和手續通常都有許
多問題。本期的專欄中，我們對常見的問
題進行的匯總，並請資深房屋貸款經理
Monica Zhang為我們讀者的疑問進行了逐一
解答，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的朋友。

3. 問：我和我太太想一起買房。但是我
太太一直沒有上班。貸款應該怎麼辦？
答：您這種情況貸款人不需要寫太太
，因為她沒有收入來源所以對貸款意義不
大。但是房產證上可以寫夫妻雙方的名字
。

1. 問：如果打算貸款買房， 應該先聯繫
地產仲介還是貸款？
答：一般的地產仲介都會需要您有貸
款銀行的預批信，並會在預批額度範圍內
帶您選擇房源。所以應該先聯繫貸款銀行
。

4. 問：我在加州有房產，但是現在由於
工作原因搬到中部。 如果這邊買房子還能
算作自住嗎？
答：如果是工作原因搬到有一定距離
的外州。買房還是可以算作自住。

2. 問：張小姐您好，我是這邊的研究生
，剛剛畢業，有工卡，還在申請工作簽證
的過程中。剛在錄用我的公司上班了一個
月。我這種情況可以做貸款嗎？
答：您好。如果您的工卡還有半年以
上的有效期，並可以提供學校的材料以及
新工作的聘書，是可以做房屋貸款的。貸
款的其他條件（包括信用分數，收入和債
務比例等）和美國公民一樣也需要滿足。
歡迎你來電具體諮詢。

5. 問：現在的利率是多少？
答：不同的房屋貸款類型的利率不同
。房產類型（公寓，獨棟別墅等），房產
用途（自住或投資）、貸款人的信用分數
以及月收入和債務比例等因素都會影響到
利率。歡迎您電話詳細諮詢。
6. 問：貸款買房的話，首付可以用現金
付嗎？
答：房貸過程中，銀行會對您的資金
來源進行核實。由於現金的來源無法查實

，所以通常情況下首付以及買房的手續費
必須要從銀行帳戶中取得，並需要貸款人
提交銀行月結單進行來源核實。
7. 問：父母從國內做國際匯款給我作為
買房的首付款，這樣可以嗎？
答：可以。 境外匯款如果在提供的月
結單上出現入帳記錄，需要父母提供境外
匯款底單等材料進行核實。
8. 問：我十五年前買了一棟房子，現在
貸款基本已經還完。目前投資需要現金，
可以用房子做抵押嗎？
答：可以。根據房子的價值以及您的
月收入債務情況，可以為您做再融資
(refinance)貸款。
9. 問：貸款大概需要多久？
答：通常房屋貸款從遞交購買合同開
始需要25-35天的時間。
【下期：淺談房地產再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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