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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醫學院前院長 林兆鑫停牌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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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美孚港鐵站近期有扶手電
梯冒煙，令人擔心北京地鐵電
動梯逆行造成死傷的事故或會
在香港上演。民建聯立會黨團

召集人葉國謙就此提出緊急質
詢，並要求當局停用類似的扶
手電梯。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

表示，初步調查結果顯示，是
次冒煙是由於輔助制動系統部
件故障引致摩擦產生過熱，港
鐵公司已即時安排承辦商進行
維修，並在事發當日即時檢測

所有同型號的自動梯，確認所有受檢的自動梯，包括所有固
定零件和驅動主機運作正常，沒有發現不符合安全規格的設
施，決定毋須停用安裝在香港的同型號自動梯。

葉國謙籲加強宣傳杜絕意外
北京地鐵四號線動物園站今個月初發生的電動梯逆行事

故，造成嚴重傷亡，國家質檢總局考慮到電動梯存在設計缺
陷，要求全國即時停用此類型電動梯等候檢查。葉國謙昨日
在立法會大會上提出擔心，指目前分布在港鐵沿線車站的78
部同類型電動梯或存在同樣的設計缺陷，故期望政府盡快釋
除社會疑慮，以及加強宣傳杜絕意外發生。

林太指出，全港目前有80部同型號的自動梯，當中78部安
裝在港鐵範圍內，其餘兩部則分別安裝在炮台山的行人天橋
及中間道的行人隧道，而全數自動梯經過檢測後，確認全部
符合安全規格及標準，毋須停用，又指據機電署去年的自動
梯事故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在1,395宗扶手電梯事故中，只有
13宗涉及機件故障，呼籲市民放心。她續說，機電署已就北
京發生的事故，派員和內地有關當局保持聯繫，以了解事故
成因，及作出適當的跟進調查。

譚耀宗促當局強化抽查工作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質疑，自動梯使用率頻繁及金屬過熱，

或會促使意外發生，促請政府強化抽查工作。林鄭月娥在回
應時承認，香港的自動梯均錄得高度的使用率，但相信現行
的「七抽一」抽檢比例，及規管制度足以確保自動梯安全，

「現時有關部門每兩星期會定期進行一次檢驗，較法例規定
的每月一次為高，當局會繼續強化抽查工作」。

港鐵扶手電梯
林太指毋須停用

百港人內地妻可公院價分娩
須核實港夫身份 私院聯會將委機構認證

腐乳含菌超標33倍須銷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

食物安全中心公布，由內地生產
的三埠橋牌開平腐乳被驗出蠟樣
芽胞桿菌超標33倍，可能會危害
食用人士的健康，可能引致腸胃
不適，例如嘔吐及腹瀉。食物安
全中心表示，已派員到入口商和
分銷商辦事處把有關貨物的存貨
全數銷毀，並呼籲業界立即停
售，已購買的市民亦應停止食用有關產品。

食物安全中心早前收到1宗投訴，遂從食品入口商和
食品分銷商抽取共2個樽裝腐乳樣本，有關樣本屬同一
品牌但不同批次。檢測結果顯示，兩者的蠟樣芽胞桿
菌均超標，含量分別為每克37萬個和340萬個，較每克
10萬個的安全水平超出2.7倍至33倍，或會危害食用人
士的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碘為人體必需
的營養素，攝入不足會影響甲狀腺功能，甚至會
令發育中的腦部受損，引致體格和智力發育嚴重
遲緩。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的研究發現，高達93%
香港市民的碘攝取量不足，本港成年人每日從食
物攝入碘量的中位數僅為44微克，遠較世衛建議
每日150微克的標準為低。食安中心呼籲，市民
在均衡飲食中，應進食碘含量高的食物，例如藻
類、海產、蛋類製品等，以確保碘攝入量充足。

多吃藻類海產蛋品可補充
食物安全中心09年2月至4月期間，從本地食物

零售市場和食肆收集了271個食物樣本，檢測後
發現樣本中的碘含量，以每公斤計由「檢測不到」
至含290萬微克不等。碘平均含量最高的食物為
藻類(每公斤含46萬微克)，其次分別為碘鹽(3萬微
克)、甲殼類及軟體動物(970微克)、蛋及蛋類製品
(490微克)等，碘含量較低的食物則包括肉類及家
禽、穀物及其製品、豆類及蔬菜和不含酒精飲
品。

該中心又根據，05至07年香港市民食物消費量
調查結果估計，本港成年人從食物攝入的碘量中
位數為每日44微克，高達93%人的碘攝入量低於
標準(則每日150微克)。由於缺乏碘會令發育中的
腦部受損、引致體格和智力發育嚴重遲緩、甲狀
腺腫脹等情況，且孕婦、哺乳的婦女、嬰兒及幼
童特別容易患上碘缺乏病。該中心建議市民，每
日要從各種來源食用不多於5克鹽(約1茶匙)，並
可用碘鹽替代普通食鹽，由於以沸水煮食物會令
大部分碘溶於水中，建議市民採用蒸或以少量油
炒烹煮食物。

「中港家庭權益會」較早前表示，由於公立醫院提早
截停今年的預約服務，各間私家醫院產科亦已滿額，最
近收到逾100名今年內分娩的港人內地妻子求助，指至
今仍未在港找到產科床位。香港私家醫院聯會昨與食物
及衛生局官員開會商討有關問題，聯會主席劉國霖會後
表示，多間私家醫院將以醫管局非本地孕婦分娩套餐收
費39,000元，接收100名今年分娩的港人內地懷孕妻子，
私院的成本差額將由私家醫院慈善基金撥款資助。

私院名單下周公布
聯會將會委託有公信力及有處理跨境家庭事宜經驗的

機構負責認證，辨識港人內地妻子的身份。劉國霖表
示，初步屬意由非牟利機構負責認證，料每名孕婦認證
收費約100至200元，夫婦須向認證機構出示身份證明文

件及結婚證書，以及香港醫生診症及發出的產前檢查證
明，港人內地妻子亦須取得留港最少90日的簽證。

高危孕婦有權拒收
劉國霖表示，當港人內地懷孕妻子獲確認身份後，將

獲通知有餘額的醫院名單，但不能保證孕婦一定能到心
儀醫院分娩。

聯會下周會公布參與醫院的名單，而參與醫院有權拒
收高危孕婦，包括多胞胎孕婦，或有胎盤前置、妊娠毒
血及妊娠糖尿等病症的孕婦。

食物及衛生局則回應，歡迎私家醫院聯會將與數間私
家醫院安排約100個分娩名額，為今年分娩的港人內地
妻子提供服務，亦了解到私家醫院聯會正在研究詳細安
排，包括如何核實孕婦身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香港大學醫學院前
院長林兆鑫因侵吞近400萬元公款，於09年被判入獄
25個月，去年7月透過「釋前就業計劃」提前出獄，
但仍要接受香港醫務委員會對其執業資格的聆訊。
昨日林兆鑫在妻子陪同下出席聆訊，最後被裁定停
牌9個月，即時執行。林兆鑫在聆訊中表情肅穆，他
表示會以平常心面對聆訊，停止行醫近2年，已習慣

現時生活，並計劃日後到內地參與消除胃癌工作，
及協助內地培訓醫生。

吞400萬囚25月 去年提前出獄
林兆鑫於03年至06年、任港大醫學院院長期間，

侵吞在瑪麗醫院應診的私家症病人醫療費，及近400
萬元捐予港大醫學院的善款，於09年被控欺詐、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及盜竊等34項控罪，被判入獄25個
月。不過，他透過「釋前就業計劃」去年7月提前出
獄，加上因行為良好扣減1/3刑期，至今已刑滿，並
已離開中途宿舍。他現時受聘於嘉里集團郭氏基金
會，從事與醫務無關的工作。

經已停止行醫近2年的林兆鑫昨日在妻子陪同下出
席醫委會聆訊，他在宣判前表示會以平常心面對聆
訊，並已習慣現時生活。辯方大律師呈交包括港大
副校長譚廣亨、嘉里集團郭氏基金會總裁彭定中等
多封求情信，並指林兆鑫學術成就卓越，深受同事

和學生欣賞。
辯方大律師又指，事件中病人利益沒有受損，受

害者只是港大，林兆鑫亦已償還全部款項，且他的
罪行與其行醫能力無關，加上林的事業因事件跌至
谷底，並已停醫2年，已是極重大的懲罰。由於林兆
鑫計劃日後到內地鄉村提供服務及協助培訓醫生，
故需要保留香港的執業資格。

為培訓內地醫生 冀保留執業資格
林兆鑫在聆訊期間一直保持冷靜，被判停牌9個月

後，他從容地在妻子和律師團的陪同下步出，並沒
有回應會否上訴。醫委會主席蔡堅宣判時指，量刑
起點為停牌12個月，但考慮到林兆鑫過去的功績和
對社會的貢獻，以及他將會到內地參加消除胃癌的
工作，故減刑至停牌9個月，蔡堅指醫委會參考了過
往醫生詐騙房屋津貼等同類案例，認為今次的裁決
恰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廉政公署揭發香港
賽馬會(馬會)有遴選會員涉嫌貪污案，繼今年5月起
訴馬會遴選會員麥尊德(John Douglas Mackie、82歲)及
3名馬會會員在會籍申請中貪污及詐騙後，昨再落案
起訴1名香港賽馬會榮譽遴選會員及另外2名人士，
控告他們就會籍申請涉嫌串謀詐騙。3人已獲准保釋
外出，今早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

5月已起訴4人
今年5月廉署已起訴4名人士，包括馬會遴選會員

麥尊德(John Douglas Mackie)，餘下3人均為馬會會員

及商人，包括吳家麒、56歲；唐錦培、62歲；何偉
石、53歲。4人被控在會籍申請中貪污及詐騙。

今次被廉署起訴的馬會榮譽遴選會員為Stanley
Lawrence Freedman、83歲，他在1宗案件中被控2項
串謀詐騙罪，案中建築工人鄧鏡松、49歲則被控3項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
產罪。

涉推薦多人入會
其中一項串謀控罪指，Freedman涉嫌於09年9月至

2010年1月期間，與吳家麒及John Douglas Mackie串謀

詐騙馬會，虛報多名推薦人與申請人認識、認識的
年期以及與申請人的關係。　　

另一項串謀控罪指，Freedman涉嫌於09年1月至3月
期間，與其他人士串謀詐騙馬會，虛報與申請人認
識、認識的年期以及與申請人的關係。

鄧的3項控罪則涉於08年底至2010年7月間，處理共
125萬元款項，明知有關款項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
益。

另一宗案件被告為陳永輝、43歲，公司董事，被
控 一 項 串 謀 詐 騙 罪 。 控 罪 指 他 涉 於 0 9 年 與
Freedman、Mackie、唐錦培、何偉石及另一名人士
串謀，虛報與陳認識、認識的年期以及與陳的關
係。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劉初進）

踏入暑假，除了動漫電玩節，有商場亦
於本月至下月舉辦經典美式漫畫展覽，
吸引漫畫迷到場消費。30件總市值逾百
萬元的經典漫畫珍品將展現在漫畫迷眼
前，例如40至90年代的美式英雄漫畫、
漫畫電影版菲林及電影道具等，當中最
矚目的，是市值高達33萬元的《正義聯
盟》獨立漫畫創刊號。商場估計，暑假
期間人流達1,600萬人次，營業額達14億
元，按年上升8%。

《正義聯盟》創刊號升值4萬倍
屯門市廣場將於本月30日舉行為期30

天的「漫畫英雄珍藏展覽」，展出約30
件來自40至90年代的經典美式漫畫珍
藏，市民及一眾漫畫迷有機會一睹總市
值逾百萬元的珍品，例如市值約33萬元
的《正義聯盟》獨立漫畫創刊號、市值
約16萬元的《第2代綠燈俠》創刊號、
電影《綠燈俠》和《超人強戰回歸》的
菲林片，以及蝙蝠俠飛標的電影道具複

製品等。
有關珍品的物主李振聲表示，由於美

式漫畫絕不再版，加上不易保存，致使
升值能力特別強勁，是次展品中《正義
聯盟》獨立漫畫創刊號，現時市值4,200
美元（約3.3萬港元），較1960年發行時

的售價10美仙，升值4.2萬倍。
屯門市廣場所屬的信和集團租務部總

經理陳欽玲表示，由於兒童及家長都熟
悉不少美式漫畫人物，今次展覽將提供
一個平台，讓市民一口氣回顧不同年代
英雄漫畫的演變和重溫經典電影片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羅敬文）公立醫院提早「落閘」停止為內地孕婦預約今年的

分娩服務，大批港人內地妻子亦未能預約產科床位，多次請願要求港府提供協助。香港私家醫

院聯會昨日透露，與當局磋商後已達成共識，將由本港數間私家醫院提供床位，並以公立醫院

非本地孕婦分娩套餐收費39,000元，接收今年內分娩的港人內地懷孕妻子，名額100人。聯會

表示，將會委託有處理跨境家庭事宜經驗的非牟利機構，負責為有關孕婦認證身

份，認證費用將由孕婦負擔，稍後將會公布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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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24℃ 32℃ 多雲
長　　春 21℃ 29℃ 多雲
長　　沙 26℃ 32℃ 雷暴
成　　都 21℃ 28℃ 多雲
重　　慶 23℃ 27℃ 密雲

福　　州 26℃ 34℃ 密雲
廣　　州 26℃ 32℃ 雷暴
貴　　陽 18℃ 22℃ 驟雨
海　　口 25℃ 30℃ 有雨
杭　　州 26℃ 32℃ 雷暴
哈 爾 濱 21℃ 30℃ 多雲
合　　肥 25℃ 30℃ 雷暴

呼和浩特 17℃ 29℃ 雷暴
濟　　南 23℃ 33℃ 多雲
昆　　明 17℃ 23℃ 驟雨
蘭　　州 17℃ 31℃ 天晴
拉　　薩 11℃ 23℃ 有雨
南　　昌 24℃ 28℃ 有雨
南　　京 23℃ 27℃ 有雨

南　　寧 25℃ 30℃ 有雨
上　　海 27℃ 32℃ 驟雨
瀋　　陽 20℃ 30℃ 多雲
石 家 莊 25℃ 35℃ 多雲
台　　北 25℃ 34℃ 雷暴
太　　原 20℃ 32℃ 驟雨
天　　津 22℃ 31℃ 多雲

烏魯木齊 26℃ 33℃ 多雲
武　　漢 25℃ 31℃ 密雲
西　　安 25℃ 36℃ 多雲
廈　　門 26℃ 31℃ 驟雨
西　　寧 8℃ 24℃ 多雲
銀　　川 20℃ 32℃ 天晴
鄭　　州 25℃ 34℃ 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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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雨及幾陣雷暴
氣溫：26℃-30℃ 濕度：75%-95%
潮漲：07:11 (2.3m) 21:56 (1.3m)
潮退：00:09 (1.1m) 14:47 (0.4m)
日出：05:47 日落：19:11

15/7(星期五)
氣溫：26℃-29℃

濕度：80%-95%

多雲有雨
及幾陣雷暴

16/7(星期六)
氣溫：26℃-29℃

濕度：80%-95%

多雲有雨
及幾陣雷暴

17/7(星期日)
氣溫：27℃-30℃

濕度：75%-90%

多雲
間中有雨

18/7(星期一)
氣溫：27℃-30℃

濕度：75%-90%

大致多雲
間中有雨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15-50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60-80
空氣指數：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4℃ 雷暴
河　　內 26℃ 31℃ 雷暴
雅 加 達 25℃ 31℃ 薄霧
吉 隆 坡 25℃ 33℃ 雷暴

馬 尼 拉 25℃ 29℃ 雷暴
新 德 里 28℃ 36℃ 雷暴
首　　爾 21℃ 26℃ 有雨
新 加 坡 25℃ 33℃ 多雲
東　　京 26℃ 33℃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8℃ 13℃ 多雲

悉　　尼 9℃ 16℃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15℃19℃雷暴
雅　　典 25℃ 36℃ 天晴
法蘭克福 18℃ 24℃ 驟雨
日 內 瓦 19℃ 22℃ 驟雨
里 斯 本 15℃ 26℃ 天晴

倫　　敦 13℃ 18℃ 多雲
馬 德 里 15℃ 27℃ 天晴
莫 斯 科 16℃ 28℃ 有雨
巴　　黎 15℃ 19℃ 有雨
羅　　馬 22℃ 31℃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19℃ 23℃ 多雲

檀 香 山 23℃ 31℃ 多雲
洛 杉 磯 17℃ 24℃ 毛毛雨
紐　　約 22℃ 31℃ 多雲
三 藩 市 12℃ 17℃ 多雲
多 倫 多 19℃ 26℃ 天晴
溫 哥 華 14℃ 18℃ 驟雨
華 盛 頓 24℃ 34℃ 多雲

查詢天氣：187  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馬會會籍詐騙案 廉署再起訴3人

值百萬美漫 綠燈俠超人「登陸」屯門

■林兆鑫因
侵吞400萬
公款，被香
港醫委會判
停牌9個月，
即時執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偉龍 攝

■私院聯會將以「公院價」，向100名港人內
地妻子提供分娩服務。 資料圖片

■含菌的樽裝腐乳。

■葉國謙就京鐵電梯出現
逆行事故，向當局提出緊
急質詢。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陳欽玲表示，展覽將讓市民一次性回顧不同年代美式英雄漫畫的演變。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劉初進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