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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價格升 西九或超支
夏佳理強調審慎運用資源 現階段難評估造價

逾半零售業保安忍尿開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郝君兒) 西九文化區主體設計方案終於塵埃落定，正積極將概念融入發展圖

則，再交由城規會審議，最快明年底完成審批後動工。西九管理局發展委員會主席夏佳理表示，首

期設施可望於2015年啟用，他承認獲選的「城市中的公園」並非成本最低的方案，以目前的建材價

格計算，若所有項目同時動工，早前獲撥款的216億元不足以建成文化區，或出現「超支」情況。

但他強調，文化區將分階段落成，管理局亦會「睇 食飯」審慎運用資源，現階段難

以評估最終的建築成本。

停車熄匙通過暴雨酷熱豁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嚴敏慧) 旨為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的停車熄匙法案，昨日獲立法會三讀通過。港府接納法
案委員會提出的多項修訂建議，包括在「黃色、紅色或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及「酷熱天氣警告」發出後，所有
車輛全日均獲得豁免；的士站由原先「隊頭」前5輛的
士可獲豁免，擴至站內所有的士獲得豁免；專利巴士、
校巴及旅遊巴士，只要有乘客在車內，亦不用停車熄
匙。新法例下，除了獲豁免的情況，所有司機停車3分
鐘後都需要熄匙，否則即屬違例，定額罰款320元，法
例最快半年後生效。

半年後生效 罰款320元
環保署發言人表示，由於要制定停車熄匙的相關指引

及草擬寬限期，法例最快6個月後生效。
立法會昨二讀及三讀《汽車引擎空轉(定額罰款)條例

草案》，在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公民黨及民主黨
的支持下，草案及多項修訂均獲通過。在新法例下，除
特定車種如醫療、緊急和執法車輛、護衛押運車輛，及
汽車設計上需要引擎空轉如冷藏車、垃圾車及泥頭車，
所有裝有內燃引擎的汽車均需停車熄匙，司機每60分鐘
可享有3分鐘的寬限時間，以方便司機可開車前啟動空
調，減低車廂內溫度或消除車窗上霞氣等。任何司機若
違反有關法例可被定額罰款320元，交通督導員是主要
執法人員，環保署的督察亦會獲授權執法。

的士站內所有的士豁免
條例草案亦作出多項修訂，包括在天文台發出「酷熱

天氣警告」或「黃色、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後，
司機可獲豁免停車熄匙，直至當天午夜12時；的士站的
豁免範圍，由輪候隊列中首5輛的士，擴大至站內所有

的士；載有乘客的巴士(包括專利巴士)和學校私家小
巴，以及正在上落客的巴士，可獲豁免停車熄匙；但小
巴站輪候隊列中，只有首兩輛或正上落客的車輛不受限
制。

能改善路邊空氣減嘈音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表示，立法禁止引擎空轉，能改善

路邊空氣，及減少巿民受熱力及嘈音滋擾。工聯會王國
興批評，政府在去年7月發生小巴司機中暑身亡事件
後，才聽取職業司機有關停車熄匙的建議，在社會造成
不必要爭論。對於有人形容政府在壓力下提出多項豁免
措施，令草案有如被「剝光豬」，邱騰華稱，環保問題
上有爭議在所難免，運輸業界與整體環境政策的考慮各
有不同，最重要是跟各界有充分討論，實事求是地完善
草案。

■立法會三讀通過停車熄匙條例草案。邱騰華表示，草案是
為了立法禁止引擎空轉以改善路邊空氣，及減少巿民所受
的熱力及嘈音滋擾。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亞視變「亞洲CNN」
王征：明年可實現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張昕、劉曉靜 北京報

道）全國政協委員、地產商人王征去年成功收購香
港兩家免費電視台之一的亞洲電視後，又計劃以20
年時間將其打造成「亞洲CNN」。就當前的進展情
況，王征5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目
前規劃已到最後階段，節目設置主要針對外國觀
眾，並以新聞資訊為主，但最終方案出來後還需要
評估，最晚明年可實現「亞洲CNN」的目標。
王征此前曾表示，之所以選擇入主亞視是因為其

具有全球第一間華語電視台、香港兩大免費電視台
之一和獨立媒體3個身份，「這些都具備了實現亞洲
CNN的基本條件」。
他並介紹，「亞洲CNN」的理念，「即是對亞洲

發生的事，我們要第一時間到現場；關於亞洲的熱
點話題，我們要有亞視的視角，不是CNN的視角，
也不是當地國家電視台的視角」。

■ 王 征 表
示，亞視最
遲明年可實
現 「 亞 洲
C N N 」 的
目標。

資料圖片

■夏佳理承認，獲選的「城市中的公園」並非成本最低的方案。 模擬圖片

高血壓病人易患青光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譚靜雯) 青光眼是本港最常見
致盲眼疾。香港大學醫學院及瑪麗醫院最新研究發
現，4.4%高血壓患者同時確診青光眼，當中約半屬
「正常眼壓青光眼」，即高血壓破壞眼球血液循環調
節系統，使眼球血液運行失調，雖然眼壓正常，但
視覺神經仍受損。研究亦發現，高血壓患者患上
「正常眼壓青光眼」風險較一般人高1倍。醫學院指
出，該類青光眼患者的眼壓正常，病情更容易被忽
略，建議高血壓患者定期進行青光眼檢查。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眼科研究所與瑪麗醫院家庭醫

學及基層醫療合作，於去年6月邀請近200名到西營
盤診所覆診的40歲或以上高血壓患者，進行青光眼
檢驗。結果發現，4.4%高血壓患者確診青光眼，當
中約半、即2.2%患上「正常眼壓青光眼」，比全球
人口0.5%至1%的發病率高；另有0.6%高血壓患者的
眼壓偏高，確診為「原發性開角型青光眼」。此外，
整體接受研究的患者中，8.8%人懷疑患青光眼，當
中7.7%疑患「正常眼壓青光眼」。

若不及早治療終會失明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眼科研究所教授黎少明表示，

青光眼確診患者中，大部分人視覺神經受損程度已
達中等，而青光眼初期沒有明顯症狀，目前亦無根
治辦法，倘若不及早接受藥物、激光或手術治療，
視野會逐步收窄，最終或會失明。該院名譽助理教
授陳焯鴻表示，「正常眼壓青光眼」患者雖然眼壓
正常，但因為高血壓，令眼球血液運行失調，損害
視覺神經，故單靠量度眼壓不能準確地診斷，須進
行視野及視覺神經檢查。
現年83歲、退休醫生林先生，患有40多年的高血

壓。他說，近2、3年視力開始退化，駕車或閱讀
時，影像較為模糊，初時以為患白內障，但沒即時
求醫。接受視力檢查後證實患青光眼，需要使用眼
藥水控制病情。他又說，其血壓不穩定，時高時
低，曾有貧血的情況。黎少明指出，血壓過高或過
低均會影響青光眼病情，「血壓低都有影響，因為
血液不能去到眼球的位置。」

■黎少明教授表示，高血壓患者較容易患青光
眼。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靜雯 攝

西九文化區計劃兜兜轉轉超過10年，終於敲
定主體方案。夏佳理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
示，採納「城市中的公園」作為主體設計方案
後，該局便開始籌劃將概念變成發展圖則，今
年年底提交城規會討論，最快明年底完成審批
後動工，首期設施預期2015年底可望啟用。他
又表示，在訂定發展圖則時會考慮其他兩個不
獲選的方案特點，研究如何融入文化區項目
中，但強調融合過程以「城市中的公園」為藍
本，避免出現「三不像」或「非驢非馬」式的
佈局。
夏佳理透露，文化區內部分重要建築物，日

後將舉行設計比賽及為期1個月的公眾諮詢，
挑選合適方案，管理局同時會與文化藝術界持
份者溝通，冀日後的場館佈局切合文藝界需
要。

「城市中的公園」建費非最低
對於文化區會否「超支」的提問，夏佳理表

示，一般而言不會公布各圖則的建築費用，但
承認「城市中的公園」，並非3個方案中建築費
用最低的方案。他又表示，近年建築成本不斷
上升，目前難以評估具體成本，但承認以目前
價格計算，若所有工程同期展開，216億元撥
款不足以建成西九文化區，但他重申文化區會
分階段展開工程，期間管理局亦會將資金用以
投資賺取回報，亦未知日後建材價格走勢，故
現階段難以評估造價，也沒理據向立法會要求
增加撥款。他承諾管理局會務實運用撥款，審
慎運用資源。
西九管理局項目推展行政總監陳文偉表示，

現時概念圖則是以小區規劃，發展成真實建築
前，需要經過環評及運輸交通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人有三急」屬人之常
情，但香港部分「打工仔」工作期間要抑壓生理需要，
憋出病來。有調查發現，逾半受訪零售、飲食及保安業
僱員的工作場所不設洗手間，逾半受訪者在過去半年曾
有尿痛、尿頻等泌尿系統毛病。有在港鐵站內工作的連
鎖零售店店員1人辦公，往往需要急召其他分店員工補替
才能上廁所；甚或有公司限制員工每天只能上廁所3至4
次，亦有公司限制每次如廁不得超過9分鐘，更有公司對
離座超過5分鐘的僱員採取扣薪懲處。

54.7%人有泌尿系統病徵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調查組去年12月至今年2月，訪問

278名從事零售服務業、飲食業及保安業的女性，發現
56.5%受訪者的工作場所內並無洗手間設施，當中近60%
受訪者表示，距離工作場所最近的洗手間超過40米。調
查又發現，9.4%受訪者的工作崗位僅1人，「人有三急」
時也不能即時上洗手間。另外，66.5%受訪者因害怕工作
期間需上洗手間造成麻煩，因而減少飲水量。此外，
20.9%受訪者表示，曾患急性膀胱炎；54.7%受訪者在過
去半年內曾有尿痛、尿頻及尿急等泌尿系統病徵。

有公司規定每次限9分鐘
逾50歲的陳小姐在一間公司當兼職電話接線員，每天

工作4至9小時。她指出，公司雖設有洗手間，但由於電
話頻密，難以抽空上洗手間，且公司規定每組(6人)同一
時間只能有1人上洗手間，每次不能超過9分鐘。陳小姐
指出，組長曾表示頻頻上廁所會影響勤工等獎金，「組
長的話是無形壓力，我試過最長忍尿2小時。」她表示，
曾有同事忍尿至患膀胱炎。
勞聯社區幹事譚金蓮指出，有外資電話問卷調查公司

規定員工離座需要按動電話上的「暫停」鍵，讓主管透
過電腦系統知悉員工的工作情況，但只准每小時離座5分
鐘如廁；如超出時限，主管月結時會按離座總時數對員
工扣薪懲處。

工會接投訴 零售業最多
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總幹事張麗霞表示，不時

收到員工投訴公司限制如廁次數及時間，主要來自零售
業及一般文職工作，但大多數並非明文規定，絕大部分
是口頭指示。她舉例，曾有文員投訴，上司在開會時告

誡員工如廁次數不可過多，並限制職員1天只能上廁所3
至4次，由於洗手間設於辦公室外，職員要取鑰匙才能外
出，上司對員工如廁次數了若指掌，如違反有關規定，
嚴重者會遭警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現行《僱
傭條例》多數保障「打工仔」的職業安全
健康權益，但未能保障僱員的「隱性職
安」。勞聯指出，職業安全並不只限於僱
員的表面損傷，僱員因為工作場所的限
制，無法解決生理所需，例如充飢、解渴

或如廁等，會引致另類職安問題，長遠影
響僱員健康。工會建議，當局加強對服務
性行業的「隱性職安」保障。

望僱主體諒員工如廁需要
勞聯副主席吳慧儀指出，職業健康條例

上列明，僱主有責任為員工建立一個「健
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但多屬防火
設備等硬件規定，卻未能充分保障很多隱
性職安問題，如有關上洗手間等規定，並
無在條例中具體列明。她說：「僱員原則
上需要聽從僱主的指示工作，但如僱主的

指示過於苛刻，員工不應盲從，可惜目前
的條例未有充分保障。」

建議加強規管工場生理設施
她舉例指出，忍尿是膀胱癌的主要成因

之一，但調查發現部分工作場所並無提供
洗手間設施，增加僱員患癌風險，建議當
局加強規管工作場所的生理設施。同時，
期望僱主體諒員工實際需要，配合員工上
洗手間的安排。

勞聯促加強「隱性職安」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郝君兒) 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宣布
加煙稅41%，令香煙零售價飆升逾10元至每包50元，便
利店更一度加至52元。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發現，便利
店7-11的煙價昨日悄悄回落2元，至每包50元水平，與報
攤售價看齊。7-11發言人回應時表示，是次為全線調
整，減價2元是基於早前與煙草商會面，雙方達成的協

議，減價並非短期措施，目前各分店的香煙會維持每包
50元水平。

便利店「思樂冰」糖漿過期
另外，石籬商場二期地下的7-11便利店昨發現剛到

貨、製造飲品「思樂冰」的糖漿過期約3個月。該店持牌

人表示發現問題後立即停用，並通知便利店所屬的牛奶
公司，但對方截至中午亦無明確指示，他認為事件與品
質管理有關。
7-11發言人表示，接獲消息後已即時向提供糖漿的供

應商了解，並派員到涉事7-11及荃灣葵芳區多間店舖抽
查同一批貨源，發現所有糖漿生產日期是去年10月，最
佳食用日期是今年5月，沒有過期，目前只收到該店舖負
責人投訴，未有其他店舖作出同類投訴。發言人重申，
一向有提供指引予各店舖，假如收到供應商的貨品，發
現有效期限不足54天，店舖有權拒絕收貨。

7-11香煙悄悄減2元

■譚金蓮(左)指出，有外資問卷調查公司規定員工離開
座位時需按「暫停」鍵，如超出時限，會在月結時按時
間作扣薪懲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