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綠化及街道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5/20 號（修訂）

東區區議會
食物環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轄下
環保綠化及街道管理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2020 年 6 月 15 日)
尚待跟進事項的工作進度報告

編號

跟進事項

工作進度

(提出事項的日期)

負責部門

筲箕灣區*
1.

要求杜絕鰂魚涌區內的無
牌小販及規管電訊、寬頻服
務銷售的推銷人員
(2009 年 7 月 16 日
食物、環境及衞生委員會)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
食環署一直關注鰂魚涌無牌小販及商業性宣傳 香港警務處
活動的情況。
於 2020 年 1 月至 4 月期間，食環署人員在本
區內的商業性宣傳活動黑點進行了 32 次突擊
巡查，行動中共發出 17 個警告、提出 75 宗檢
控及檢走 5 個易拉架。其中，食環署人員在鰂
魚涌區內(即永旺百貨外、𧙗𧙗民街一帶)的商業
性宣傳活動黑點進行了 32 次突擊巡查，行動
中未有發現有關的違法情況。
香港警務處（下稱「警務處」）
柴灣警區在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4 月份沒有
收到阻塞投訴。

2.

要求改善望隆街違例擺放 食環署
貨物及垃圾的情況
食環署於 2020 年 1 月至 4 月期間，在望隆街一
帶共採取 70 次行動及參與了 1 次由民政處統籌
(2019 年 2 月 20 日)
的聯合行動。食環署就店舖伸延其營業範圍導
致阻街提出 4 宗檢控及發出了共 9 張定額罰款
通知書。
警務處
柴灣警區在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4 月份有 5
宗阻塞投訴。
港島東區地政處（下稱「地政處」）
根據政府部門的分工，處理違泊車輛及回收
物、手推車等雜物阻塞街道或公眾地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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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衞生署
香港警務處
港島東區地政處
東區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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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屬於地政總署的工作範疇。
東區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
本處會繼續留意情況，有需要時可應部門要求
進行聯合行動。
3.

改善成安街連鎖菜檔引起
的阻街、衞生問題
(2020 年 4 月 21 日
食物環境及衞生委員會)

食環署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人員於 2020 年 1 月至 4 月期間在上址進 香港警務處
行共採取 14 次行動及參與了 4 次由民政處統籌 東區民政事務處
的聯合行動。食環署就店舖伸延其營業範圍導
致阻街提出 4 宗檢控及發出了共 23 張定額罰款
通知書。
警務處
柴灣警區在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4 月份有 15
宗阻塞投訴。
民政處
本處會繼續留意情況，有需要時可應部門要求
進行聯合行動。

4.

免費報紙於太古港鐵站 B
出口派發易導致途人碰撞
(2014 年 7 月 21 日)

[議題在有進展時跟進]

香港警務處
東區民政事務處

柴灣區*
5.

改善宏德居附近衞生情況
(2004 年 4 月 1 日)

食環署
食環署於2020年1月至4月期間，在宏德居一帶
共採取108次行動及參與了3次由民政處統籌的
如何改善／解決「柴灣怡豐 聯合行動。食環署就妨礙清掃工作提出7宗檢
街商戶雜物阻塞行人通道」 控、就店舖伸延其營業範圍導致阻街提出48宗
事宜
檢控及發出了共41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警務處
有關怡順街、怡豐街及怡泰 柴灣警區在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份有6宗阻
街阻塞問題
塞投訴。
(2016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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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衞生署
香港警務處
屋宇署
港島東區地政處
東區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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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
柴灣怡豐街宏德居商場對 1. 就署方早前發出的清拆命令，本署人員早前
開垃圾及阻街
到場視察，有關命令已獲遵辦。
(2020 年 4 月 21 日
2. 與此同時，本署人員發現有關店舖外牆有新
食物環境及衞生事務委員
僭建物，並已向有關業主發出清拆命令，着
會)
令其清拆有關構築物。本署會繼續跟進命令
的遵辦情況。
地政處
地政處曾於2020年5月25日參與由東區民政事
務處統籌的跨部門聯合行動，並將繼續參與相
關的跨部門聯合行動。
民政處
民政處於2020年2月24日、3月30日、4月22日及
5月25日，在宏德居附近一帶統籌了4次的跨部
門聯合行動，以改善違規店鋪霸佔行人路的問
題。民政處會繼續留意情況，如有需要會協調
其他相關的政府部門進行聯合行動。

6.

柴灣利眾街霸佔行人路的 食環署
問題
於2020年1月至4月期間，食環署在利眾街一帶
共採取1次行動及參與了3次由民政處統籌的聯
(2010 年 7 月 9 日
食物、環境及衞生委員會) 合行動。食環署就妨礙清掃工作提出1宗檢控。
要求嚴正檢控霸佔道路問 警務處
題(利眾街)
柴灣警區在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份有6宗阻
(2016 年 3 月 15 日
塞投訴。
食物、環境及衞生委員會)
地政處
地政處曾於2020年5月29日參與由東區民政事
務處統籌的跨部門聯合行動，並將繼續參與相
關的跨部門聯合行動。
民政處
民政處於2020年2月28日、3月27日、4月24日及
5月29日，在利眾街一帶統籌了4次的跨部門聯
合行動，以改善違規店鋪霸佔行人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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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衞生署
香港警務處
港島東區地政處
東區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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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處會繼續留意情況，如有需要會協調其他
相關的政府部門進行聯合行動。
7.

有關富怡花園商鋪非法佔
用公眾地方擴展營業範圍
事宜
(2011 年 2 月 16 日)

食環署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20年1月至4月期間，食環署就妨礙清掃工作 香港警務處
提出1宗檢控、就店舖伸延其營業範圍導致阻街 東區民政事務處
提出8宗檢控及發出了共10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促請改善景怡區街道衞生 警務處
及店鋪阻塞街道問題
柴灣警區在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份有2宗阻
(2015 年 2 月 9 日)
塞投訴。
民政處
民政處會繼續留意情況，如有需要會協調其他
相關的政府部門進行聯合行動。
8.

有關區內商鋪霸佔公眾地 食環署
食物環境衞生署
方事宜
於2020年1月至4月期間，食環署在東區共對違 香港警務處
規店舖作出321宗檢控，當中包括就妨礙清掃工 東區民政事務處
(2006 年 9 月 15 日
作提出15宗檢控、店舖伸延其營業範圍導致阻
環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
街作出152宗檢控及共發出了154張定額罰款通
知書。
警務處
柴灣警區在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份有351宗
阻塞投訴。
民政處
民政處會繼續留意情況，如有需要會協調其他
相關的政府部門進行聯合行動。

9.

吉勝街行人路嚴重阻塞
(2012 年 12 月 18 日)

食環署
食環署人員於2020年1月至4月期間在上址進行
多次突擊巡查，期間於上址一帶就妨礙清掃工
作提出1宗檢控。
警務處
柴灣警區在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份有8宗阻
塞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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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衞生署
香港警務處
港島東區地政處
東區民政事務處

環保綠化及街道管理工作小組文件第 5/20 號（修訂）

編號

跟進事項

工作進度

(提出事項的日期)

負責部門

地政處
地政處曾於2020年5月29日參與由東區民政事
務處統籌的跨部門聯合行動，並將繼續參與相
關的跨部門聯合行動。
民政處
民政處於2020年2月28日、3月27日、4月24日及
5月29日，在吉勝街一帶統籌了4次的跨部門聯
合行動，以改善違規店鋪霸佔行人路的問題。
民政處會繼續留意情況，如有需要會協調其他
相關的政府部門進行聯合行動。
10.

柴灣公園一號足球場與宏 食環署
食物環境衞生署
德居之間的後巷通道阻塞 於2020年1月至4月期間，食環署亦就妨礙清掃 香港警務處
工作提出7宗檢控、就店舖伸延其營業範圍導致 東區民政事務處
(2013 年 2 月 26 日)
阻街作出共18宗檢控及發出18張定額罰款通知
書。
警務處
柴灣警區在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份沒有收到
阻塞投訴。
民政處
民政處於2020年2月24日、3月30日、4月22日及
5月25日，在柴灣公園一號足球場與宏德居之間
的後巷通道統籌了4次的跨部門聯合行動，以改
善違規店鋪霸佔行人路的問題。民政處會繼續
留意情況，如有需要會協調其他相關的政府部
門進行聯合行動。

11

促請政府處理龍躍徑野豬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出沒問題
本署於4月17日至5月31日間，在龍躍徑進行了5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19 年 4 月 17 日)
次巡查，曾勸籲及阻止1名市民餵飼野豬，並向
沿途市民講解遇到野豬時的應注意事宜。
食環署
食環署主要負責保持街道清潔及環境衞生。市
民因餵飼野豬而弄污公眾地方，食環署可根據
《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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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例者發出1,500元定額罰款通知書。食環署會
根據工作優次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派員進行
巡查及執法。

6

負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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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委員會及選區名單如下：
銅鑼灣區
分區委員會： 北角西及北角東分區委員會
選區

： C16 (寶馬山)、C17 (炮台山)、C18 (城市花園)、C19 (和富)、C20 (堡壘)、C21 (錦屏)、
C22 (丹拿)、C23 (健康村)、C24 (鰂魚涌)

筲箕灣區
分區委員會： 康城及愛秩序分區委員會
選區

： C01 (太古城西)、C02 (太古城東)、C03 (鯉景灣)、 C04 (西灣河)、C05 (愛秩序灣)、
C06 (筲箕灣)、C07 (阿公岩)、C15 (柏架山)、C25 (南豐)、C26 (康怡)、C27 (康山)、
C28 (興東)、C29 (下耀東)、C30 (上耀東)

柴灣區
分區委員會： 環泰及怡灣分區委員會
選區

： C08 (杏花邨)、C09 (翠灣)、C10 (欣藍)、C11 (小西灣)、C12 (景怡)、C13 (環翠)、
C14 (翡翠)、C31 (興民)、C32 (樂康)、C33 (翠德)、C34 (漁灣)、C35 (佳曉)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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