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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能力維持貨幣及金融穩定

陳茂波：不會實施外匯管制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
誌，強調特區政府經過審慎考量，才決定訂立《禁止蒙面規例》，
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令施暴者無所遁形，維護公共安全及回復社會
秩序，保護市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他指出，過去幾個月，香港即
使面對波折，銀行體系仍穩健、金融市場運作良好，特區政府有決
心、有能力、有資源，維持香港的貨幣及金融穩定，重申香港不會
實施外匯管制，港幣可自由兌換，資金可自由進出，受《基本法》
保障，同時亦透過聯繫匯率制度，穩定港元匯率。

狠批暴徒肆意破壞
陳茂波指出，過去幾天社會承受極端暴力衝擊
及嚴重違法行為，一批極端激進暴徒肆意破壞一些
零售商舖、銀行分行及公共設施，暴徒針對鐵路列
車或港鐵車站蓄意縱火及嚴重損毀設施，這些都是
目無法紀的行徑；暴徒一再向警員投擲汽油彈並四
處縱火，威脅途人及居民的安全。這些嚴重、甚至
有組織的刑事違法行為，嚴重危害個人及社會公共
安全。

禁蒙面法助遏暴力行為
他說，不少商舖擔心被暴徒衝擊搗亂，近日都暫停
營業，市民亦不敢外出，特區政府是在這個背景下，
經過審慎考量，才決定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禁止
蒙面的規定是希望阻嚇暴力和違法行為，並使刑事調
查及相關蒐證能有效進行。遏止暴力及違法行為才能
讓市民及整個社會有喘息的空間，才可讓商業及商店
免受暴力威嚇及滋擾，讓社會恢復昔日大家享有的自
由，包括出行自由及生活自由。

基本法確保資金自由進出
陳茂波說： 「留意到有評論關注，政府根據《緊急
情況規例條例》來訂立《禁止蒙面規例》，是否意味
將來亦會限制資金進出？讓我再次明確指出，香港不
會實施外匯管制，港幣可自由兌換，資金可自由進
出，這是《基本法》的莊嚴保障。《基本法》第 112
條列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港
幣自由兌換，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
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障資金的流動和進出自
由。」
「本港確保資金自由進出的同時，亦透過聯繫匯率
制度，讓港元穩定保持在 7.75 至 7.85 兌 1 美元的區
間。這是過去 36 年來一直行之有效的機制，也讓企業
和投資者可在穩定的金融環境下在港營運及調撥資
金。香港儲備充裕，外匯儲備資產超過 4300 億美元，
相當於香港貨幣基礎兩倍以上；政府的財政實力雄
厚，截至今年 7 月底的財政儲備超過 11400 億港元，
相等於政府 23 個月的開支或本地生產總值的 38.3%。
這些都是對港元最厚實的支撐。」

陳茂波圓圖表示，香港不會實施外匯管制，特區政府有決心、有能力、有資源，維持香港的貨幣及金融穩定。

港銀行體系金融市場穩妥
陳茂波說，過去幾個月香港即使面對波折，本港銀
行體系穩健、金融市場運作良好。針對網絡上一再出
現的謠言及虛假傳聞，惡意製造恐慌，我們會適時澄
清，希望大家不要輕信流言，小心核實信息。
他又說，當局透過 「聯動式」監管機制，一直全面
及時的監察市場運作情況，包括在股票市場及外匯市
場的沽空盤及衍生工具交易，以確保金融市場的穩
定。由他主持的金融監管機構議會，成員包括金管

醫生簽發病假紙須遵專業守則
【香港商報訊】網上流傳有醫生可能簽發無顯示日
期的病假證明書，政府發言人昨日提醒各界註冊醫生
簽發病假證明書是有專業要求的。醫生如以專業身份
發出載有失實或誤導聲明，或其他不當的證明書或類
似文件，將會面對紀律處分程序。

違規醫生會面對紀律處分
發言人說，本港註冊醫生執業時須遵守香港醫務委
員會（醫委會）所頒布的《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
則》。根據該守則，醫生發出的報告及證明書內容必
須具備毋庸置疑的真確性，醫生不能在當中加入未經

適當步驟核實的內容。醫生必須為病人提供適當的診
症服務後，才可發出病假證明書。診症日期及發出日
期必須在證明書上如實記錄，包括發出追認病假的病
假證明書。醫生如以專業身份發出載有失實或誤導聲
明或其他不當的證明書或類似文件，將會面對紀律處
分程序。
發言人又說，醫委會是根據《醫生註冊條例》及
《醫生（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例》的規定，處理
投訴註冊醫生的個案。醫委會在收到註冊醫生涉及專
業行為或操守失當的投訴後，會根據上述條例及規例
處理。過去曾經有醫生因發出有誤導成分/虛假的醫

生證明書，經醫委會調查及聆訊後被定罪及在醫生名
冊中除名。

政府亦藉此機會澄清《禁止蒙面規例》旨在處理有
關公眾集會及遊行，或在公眾地方戴上蒙面物品以免
遭到識別的情況。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而言，佩戴口罩
仍然是有效預防疾病感染或傳播的途徑。規例不會影
響市民因其個人健康需要佩戴口罩。
政府呼籲各醫療專業人員繼續以專業的態度服務市
民，攜手遏止暴力在社會進一步蔓延。

【香港商報訊】政府積極開拓土地資源，促進香港的
可持續發展，發展岩洞是其中一個方法。渠務署已展開
將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往附近亞公角的女婆山人工岩洞的
工程，整個工程會分 5個階段進行，預計2031年完工，
屆時將可騰出約28公頃的土地，作有利民生的用途。

藉機更新設施引入新技術
渠務署污水工程部工程師陳志祥表示，沙田污水處
理廠搬遷後，可釋放廠房現址土地作有利民生的用
途，而污水處理廠遷入岩洞不但減少佔地空間，更可
藉機更新設施，引入新技術，一舉數得。
他說： 「岩洞有如天然屏障，可將污水處理設施全
部隱藏，完美融入周邊環境，保留自然景觀。署方會
採取氣味控制措施，減少異味對社區的影響。」
現時的沙田污水處理廠佔地 28 公頃，為沙田和馬鞍
山居民提供污水處理服務，每日污水處理量達 25 萬立
方米。遷往岩洞的新廠房設施煥然一新，效能亦相應
提高，日後污水處理量增至 34 萬立方米。

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往亞公角女婆山人工岩洞後，可釋放廠房現址土地作有利民生的用途。 渠務署提供圖片
階段進行，預計 2031 年完工。第一階段工程已展開，
包括開拓土地和興建連接隧道。渠務署期望 2020 年年
底至 2021 年年初展開第二階段工程，即挖掘主岩洞。
至於搬遷後沙田污水處理廠現址騰出的土地用途，

根據目前的初步構思，除興建房屋外，亦會將該土地
用作其他有利民生的用途，包括考慮提供合適的社區
設施、休憩用地如海濱長廊等，以整體優化社區和環
境，促進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劫表行掠值百萬名表 獨行賊遺槍逃去
扮顧客突拿出手槍搶走 2 表
案發現場為尖沙咀彌敦道 50 號地下 1 間表行，昨日上
午 11 時許，1 名男子走進表行內，以日語向職員表示欲
購買手表，職員遂取出 2 隻名貴手表，讓其試戴，未料
賊人隨即亮出 1 把手槍，向職員指嚇，迅速掠去 2 隻手
表後馬上奪門逃去，職員驚魂甫定後報警求救。
大批警員接報趕抵，封鎖現場調查，部分警員身穿

港鐵列車撞及軌旁石屎躉。圖片港鐵提供
【香港商報訊】港鐵荃灣線一列往美孚方向列車
發生意外，引致 6 名乘客及 2 名職員受傷，荃灣線來
回方向列車服務一度暫停。有關車長已被暫時調離
駕駛職務。
港鐵公布，昨日下午約 5 時 50 分，當時荃灣線受
沿線突發情況影響，只提供來往葵興、荔景和美孚
的列車服務，正當車務控制中心安排暫停荃灣線列
車服務期間，荃灣線一列列車離開荔景站後經特別
路線往美孚站期間，未有在停車位置前按燈號停
車，以時速約 10 公里的慢速越過該位置時觸碰到路
軌旁石屎躉。事件中列車車輪沒有偏離軌道。受事
件影響，荃灣線全線列車服務即時停止。
港鐵職員接報後立即趕到現場協助乘客經路軌返
回荔景站，轉乘東涌線繼續行程。消防員亦到場協
助。事件中有 6 名乘客及兩名職員報稱受傷，送院
接受治理。

渠務署採 「無開坑式」
先進技術維修渠管

工程分 5 階段料 2031 年完工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尖沙咀彌敦道 1
間表行遭獨行持槍匪徒行劫。昨日接近中午，1 名操
日語的男子進入表行購物，職員取出 2 隻總值約 100 萬
元的名貴手表時，賊人亮出手槍指嚇，迅即掠去手表
逃去，並在門外遺下 1 支懷疑曲尺手槍，警方正追緝
賊人歸案。

港鐵列車荔景
撞路軌旁石躉 8 傷

禁蒙面法無礙因病戴口罩

沙田污水廠遷岩洞騰出土地建屋

陳志祥說，新廠房由多個岩洞組成，布局參考赤柱
污水處理廠，每個岩洞都是獨立的污水處理系統，採
用先進技術，例如在二級污水處理過程中加入移動床
生物膜反應器： 「移動床生物膜反應器技術的特別之
處在於反應器內有生物膜載體，讓微生物依附，增加
其數量，從而加快分解污染物的過程，提高效率，佔
用的空間也可減少約 20%。」
據介紹，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工程會分 5 個

局、證監會、保監局、積金局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
代表，通過加強各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合作和信息
共享，確保不會出現監管縫隙。政府會繼續保持高度
警覺，做好金融安全防範工作，確保本港金融穩定。
陳茂波最後說，最新公布 8 月零售銷售貨值按年急
跌 23%，是有紀錄以來最大單月跌幅，足以反映近月
的社會事件對零售市道的打擊，希望大家在支持自由
表達意見的同時，也反對假借任何藉口的暴力行徑，
讓大家可在安全、自由、無須恐懼的環境下，為香港
共謀出路。

避彈衣及持長槍戒備，氣氛緊張，又在附近一帶兜截
但無果。重案組探員到場進行調查，在表行門外發現
1 把黑色曲尺手槍，並翻看閉路電視錄影片段，相信
賊人沿彌敦道向油麻地方向逃去。表行負責人證實，
失去的手表，1 隻約值 60 多萬元
的 鑽 石 表 ， 另 1 隻 約 值 30 多 萬
元，總值約 100 萬元，案件由油
尖重案組接手跟進。
有槍械專家查看涉案手槍圖片
後表示，該支手槍的尾部有 1 個
「叉氣口」，相信是 1 支氣槍，
並非真槍。該款氣槍是仿製
「GLOCK17」 型 號 ， 售 價 約
1000 元。

重案組探員到場調查。小圖為劫匪在
表行門外遺下的手槍。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發展局局長黃
偉綸昨日發表網誌指出，渠務署於今年初展開了涉
及全港 18 區的雨水及污水渠修復工程第一階段工
程，並預計於 2022 年完成。他介紹，為風險偏高的
地下渠管進行毋須鑿開喉坑路面的修渠方法為 「無
開坑式」，使用該技術修復渠管，可減低 「爆渠」
風險。渠務署期望明年開展第二階段工程，為荃
灣、深水、油尖旺等 6 區的雨水及污水渠進行勘
測和修復。
黃偉綸在網誌中表示，渠務署自 2017 年起，分階
段為被評定為高風險的渠管規劃全面的勘測及修復
工程，制訂全港性更換及修復計劃。渠務署近年引
入嶄新的 「無開坑式」技術，優點是毋須挖掘一整
段路面便能更換及修復渠管。

固化內襯及螺旋纏繞等 3 技術
他指出， 「無開坑式」管道修復工程只須在個別
位置開出一個臨時豎井，以便把新的喉管物料套進
舊渠管內，形成新渠管。這種方法需要開挖的地方
較小，施工期相對較短，完工後能迅速恢復行車，
對公眾的影響可以減到最低。目前，因應喉管損毀
情況及現場環境，渠務署主要採用三種 「無開坑
式」技術，分別為原位固化內襯修復技術、螺旋纏
繞修復技術及內套喉管法。
工程人員在適當的位置建造一個臨時豎井，然後
把部分舊喉管切割開，待清洗和檢查後，把 1.5 米長
的玻璃纖維膠管逐段推入破舊或受損的渠管內，再
用水泥灌漿填滿新舊管之間的縫隙，形成新渠管。
他指出，雖然玻璃纖維膠管看來較薄，但結構強度
等同石屎渠管，壽命更長達 40 至 5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