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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導致墜 ２承建商罰款

假艷照勒索案 一哥料同出一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東涌作為香港
其中一個新市鎮，至今已有逾10萬人口。但工
聯會批評，東涌城市規劃失衡，欠缺生氣及活
力。東涌每晚10時半後，商場和食肆準時關
門，成為「三無地帶」；與毗鄰繁榮的機場呈
天壤之別。有見及此，工聯會建議當局在區內
開闢夜市。

食肆及商舖 晚上多打烊
工聯會離島區議員鄧家彪議員辦事處，早前

訪問150名東涌居民。90%受訪者表示，晚上10
時後，該區多數食肆及商舖打烊。受訪者表
示，支持東涌區建立包括粥粉麵、小食店、糖

水、大排檔等夜市，建議營業時間為晚上9時至
凌晨3時。

機場工下班 無地方聚腳
鄧家彪指，當年鄰近舊啟德機場的九龍城，

食肆24小時營業；但現時東涌深宵卻成為「三
無地帶」，商場大多準時晚上10時30分關門。他
指，晚上11時至凌晨1時，是機場員工下班高峰
期，卻沒有「聚腳」及用膳地方，東涌發展根
本不能配合機場員工及居民需要。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王國興指，區內持續出現無牌小販夜間
擺賣情況，建議當局在區內建立夜市，並透過
向小販發牌及設立扣分制，以加強規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警
務處處長曾偉雄表示，52名包括政府
官員的人士，早前收到內地寄出附有
合成艷照的勒索信。警方相信，事件
是同一犯罪集團或同一人所為。本港
警方與內地執法機關聯絡後，得悉有
關詐騙手法在內地非常流行，澳門最
近亦有同類案件，3地警方會加強合
作打擊。

另外，曾偉雄昨日出席香港中華總
商會舉辦的講座時，指世界大學生運
動會即將在深圳舉行，預計有5,000
人經本港到深圳觀賽。他說，本港受

恐怖襲擊的威脅並無提升，維持中度
水平，警方會在口岸地區加強部署。

另一方面，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
安昨日表示，澳門司法警察局正與珠
海有關部門聯合偵查澳門多名官員被
勒索的案件。

據報，上月26日至今，澳門特區15
名（14男1女）局級官員，分別收到
一封寄至辦公室的勒索信和記憶卡，
指掌握其貪污資料和豔照，勒索40萬
元至50萬元人民幣，否則將把「罪證」
向廉署告發，並在網上公開，手法與
香港案件相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由於大埔富善 「墜
」事故，荃灣南豐中心的升降機承建商：蒂森克虜

伯電梯（香港）以及振明工程，昨日被註冊升降機承
建商紀律審裁委員會裁定疏忽及行為不當。兩承建商
分別被判罰款及支付相關研訊費用逾42萬元及逾28萬
元。而有關裁決及命令已於昨日刊憲。機電署對委員
會裁決表示歡迎，並指該署會繼續透過嚴格執法，宣
傳推廣及推動其他改善工作，致力加強升降機及自動
梯安全。

蒂森克虜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涉及兩宗事故，
包括於2008年作為大埔富善 善雅樓升降機工程承建商

期間，違反條例規定，導致升降機急墜事故，已於2009
年9月30日被定罪。

此外，該公司負責保養粉嶺祥華 多部升降機，早
年出現懸吊纜索生 情況，被控4項違規事項，包括2
項未有保持升降機及其附件處於良好操作狀態，以及2
項沒有把已完成的升降機工程詳情或正確詳情記入或
安排記入工作日誌。該公司昨日被判罰款及支付相關
研訊費用逾42萬元。

派遣維修工 尚未合資格
另一方面，振明工程有限公司涉及2項控罪，包括：

未有保持在荃灣南豐中心2部升降機及其附件處於良好
操作狀態，以致升降機門控制裝置未能有效運作。此
外，該公司被控於2008至2009年間，讓非合資格工人到
沙田多個屋 及學校，進行保養及修理工程。該公司
被判罰款及研訊費用逾28萬元。

機電署署長根據第327章《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
條例》第11G（1）條，把上述2間註冊升降機承建
商的疏忽及行為不當事宜，交由發展局局長所委任
的委員會進行研訊。委員會成員來自專業團體及業
界組織提名的註冊專業工程師、認可人士以及註冊人
士。

東涌活力欠奉 工聯籲開夜市

■上環站落閘暫時關閉，配合西港島線接駁軌道前期工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工聯倡關愛發交津惠11萬打工仔
籲基金設25億「就業生活保障」 採個人入息審查

德國腸出血惡菌 港首現感染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德國早前爆發O104

型產志賀毒素大腸桿菌，導致數十人死亡。香港衛生
防護中心6月起，擴大須呈報傳染病範圍，包括所有產
志賀毒素大腸桿菌感染的病菌株。昨日，香港發現首
宗O124:H19產志賀毒素大腸桿菌感染個案。患者為1
名71歲患長期病患女子，上月23日出現出血性腹瀉、
嘔吐、腹痛、發燒等徵狀，入院治療後情況穩定出
院。

有傳染病專科醫生估計，個案為零星爆發病例。而
O124型大腸桿菌為較新病菌，但病人家人並無染病，

估計該病菌傳播能力較弱。

71歲病婦中招 近期無外遊
該名71歲女患者居於深水 ，上月23日出現出血性

腹瀉、嘔吐等徵狀。同日，她往明愛醫院求醫及入院
治療；同月26日出院。

病人糞便樣本化驗後，證實含副溶血性弧菌，以及
首次在港發現的O124型產志賀毒素大腸桿菌。病人近
期並無外遊，家人包括丈夫、子女及僱工，亦沒有出
現病徵。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良表示，O124
型大腸桿菌為帶有毒素的大腸桿菌。患者除了大便出
血外，亦可導致腎衰竭、紅血球破裂等。過往，外國
曾有零星爆發個案，但醫學界對該病菌資料掌握不
多，暫時未能確定其毒性。

無感染家人 傳播力較低
但他表示，病人家人未有染病，相信該病菌傳播能

力較其他大腸桿菌低。至於會否出現社區爆發，要視
乎未來2至3周內有否出現更多個案。

嬰兒展吸客 奶粉無限任購

■嬰兒展成為「撲奶粉」新戰場，奶粉商攤位
長期排滿人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君兒）日本大地震
後，香港爆發「奶粉荒」。在缺貨陰影下，昨日
開幕的嬰兒展，遂成為「撲奶粉」新戰場。主辦
單位指，因應市民關注奶粉供應，今屆增加奶粉
展商比例，展出逾50種奶粉，以切合家長需求。
為爭取客源，展商各出奇謀，連鎖店以奶粉無限
任購兼送貨作招徠，亦有奶粉商推折扣優惠吸
客，更有台灣推防敏奶粉。

一連3天的嬰兒用品展昨日開幕。主辦單位荷
花集團行政總裁尤金表示，今年展場面積增加，
連帶展商數量也增至600間，預料總人流按年升
20%至30%，逾40萬人次。為切合家長需求，今
屆特意調整展商比例，邀請所有奶粉商參展，方
便市民一站式入貨。場內展示產品多達10萬種，
單計奶粉已有50種。而嬰兒、幼兒甚至孕婦所需
奶粉均有供應，助家長免「撲奶粉」之苦。整體
產品折扣達5至7折。

設免費送貨 推抗敏奶粉
雖然連鎖個人護理商店展出的奶粉售價與門市

相若，但展商大送嬰兒用品，齊推買滿1,200元
即免費送貨的服務，故攤位人龍整日不絕。有家
長直指，場內奶粉售價較藥房貴15%，但勝在無
限量任購及免費送貨。至於其他奶粉商，則在場
內提供約9折優惠，並推出各式會員禮品，吸引
市民排隊入會。

此外，台灣奶粉樂亦康亦準備來港搶攻市場。
負責人關惠姬表示，本港兒童多有鼻敏感、濕疹
等敏感問題，該公司奶粉含功能性益生菌。經臨
床測試，證實使用兩周可改善敏感情況，已計劃
下半年正式進駐香港連鎖店。

5旬漢遊日染退伍軍人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一名於赤柱居住的

50歲男子，上月15日起，獨自前往內地及日本旅
遊。上月29日，他在日本京都旅遊期間，出現發
燒、咳嗽、腹瀉及肌肉疼痛的病徵。上周二返港
後，他即入住律敦治醫院。病人現時情況穩定，
尿液樣本化驗結果證實含退伍軍人桿菌。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把個案列為外地傳入退伍軍人症確
診個案。本宗是衛生防護中心今年接獲的第8宗
退伍軍人症呈報個案。而去年、2009年及2008
年，中心分別錄得20宗、37宗及13宗有關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日本
腦炎在香港銷聲匿跡3年後，今年破

「零感染」紀錄。衛生署衛生防護中
心證實，一名居於元朗的6歲女童確
診日本腦炎，目前情況穩定。女童近
期並無外遊記錄，其家人亦沒有出現
日本腦炎病徵。中心已進行家訪，並
在病人住所附近進行問卷調查及血液
化驗。中心呼籲元朗居民如出現日本
腦炎病徵，應及早求醫。市民可致
電：2125 1122查詢。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表示，該女童
居於元朗朗屏 及天水圍天澤 ，由
家人輪流照顧。她就讀於元朗一所學
校，該校並無爆發情況。

發言人指，該女童並無去過豬場，
但曾在出事前到過公園，記得曾被蚊
叮。該女童於上月22日出現發燒及嘔
吐徵狀；同月26日因發燒及神志不清
入住屯門醫院，現時情況穩定。昨
日，她的血液及腦髓液樣本測試結果
顯示，對日本腦炎呈陽性反應。這是
衛生防護中心今年接獲的首宗日本腦
炎呈報個案，香港在過去3年均沒有
日本腦炎呈報個案；2007年則有兩宗
由外地傳入的個案。

輕則感頭痛 重則陷昏迷
發言人表示，日本腦炎由三帶喙庫

蚊（庫蚊）傳播。該蚊在農田、沼
澤、溝渠及耕地四周積水處滋生，庫
蚊叮咬帶病毒豬隻或野生雀鳥後，就
會受感染。日本腦炎病情輕微者，除
了發燒及頭痛外，一般不會有其他顯

著病徵。至於病情嚴重者，則發病迅速，出現頭
痛、發高燒、頸部僵硬、神志不清、昏迷、震
顫、抽搐、癱瘓等徵狀。

防範蚊患是預防日本腦炎的主要方法。發言人
呼籲，鄉郊地區居民應使用隔蚊簾或蚊帳，市民
在戶外或外遊時，在身體外露部分塗上驅蚊劑。

熱線電話已於昨晚7時至10時運作，今天及下
周一至周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將繼續接聽市民
查詢。

就業交通津貼計劃資助低收入在職人士的交通費，以鼓勵基層勞
工就業。不過，計劃的入息審查以家庭作為單位，1人家庭月入上
限為6,500元；2人家庭為12,000元；3人家庭為13,000元。而合資格
人士如每月工作滿72小時，可申領全額600元；每月工作36至72小
時，則可申領半額300元。但在家庭為單位入息審查下，部分打工
仔個人入息低於6,500元；但計及其他家庭成員後，家庭入息或高
於限額。

葉偉明：以家庭為單位不公道
工聯會約10名代表，昨日約見民政局副秘書長雷潔玉。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葉偉明會後表示，在就業交津入息審查制度下，愈多家庭
成員工作的家庭，對申領交通津貼愈不利，情況不公道。因此，工
聯會建議關愛基金動用25億元，設立為期3年的「就業生活保障」
先導計劃。計劃的入息審查機制與交津計劃一樣，但以個人為申請
單位，每月個人入息上限為6,500元，向未能受惠就業交津的打工
仔發放每月全額600元（每月工時滿72小時）及半額300元（每月工
時滿36小時）。

盼與政府交津同步10月可申請
葉偉明估計，新建議令11.5萬人受惠。由於入息審查機制與就業

交津計劃一樣，可透過原有機制進行審查，並不會造成太多額外行
政成本。他希望，建議能與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同步於10月1日起接
受申請。他又引述雷潔玉指，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將開會討論建
議，對建議持開放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港府早前宣布向低收

入人士發放每月600元就業交通津貼，但由於入息限額

以家庭為單位，令部分個人入息符合申請資格的打工

仔未能申領「津貼」。為擴大受惠人數，工聯會建議關

愛基金撥款25億元，設立為期3年的「就業生活保障」

先導計劃，以個人入息作審查標準，向11.5萬名「漏

網」的打工仔發放每月600元「交津」，並建議10月與

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同步接受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港鐵為配合西港島線接駁軌道
前期工程，昨晚11時半起，暫時封閉上環站，直至下周一（8日）
清晨為止，為時54小時。封站期間，港島線以金鐘站為臨時終
站，乘搭港島線的乘客欲前往中環，須於金鐘站轉乘荃灣線列
車，荃灣線服務不受影響。此外，港鐵會提供免費接駁巴士，
接載乘客往來上環站及金鐘站，每2至4分鐘一班，車程約17分
鐘。昨日，港鐵派出身穿鮮黃色T恤的車站大使協助乘客。

今天，港鐵會增加荃灣線列車班次，方便乘客前往中環。至
於電車方面，則會加強來往上環及中環服務；巴士公司也會因
應乘客需求配合。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監察過程。港
鐵表示，倘若未能於下周一清晨前完成工程，將於明晚透過傳
媒公布，並會繼續提供接駁巴士服務。今次西港島線接駁軌道
前期工程，包括重置上環站軌道走線、解除及重新裝置相關信
號系統、架空電纜等，以準備將來與港島線連接。

港鐵上環關站 免費巴接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穎、曹真真 長沙報道）

對於港人隱私在內地被洩事件，湖南省公安廳政
治部宣傳處表示，事發於2009年。夫妻團聚類赴
港澳定居排隊打分時間，由原來結婚5年，縮短
為4年。因此，2009年須審批結婚時間為2004年
及2005年兩年的定居申請。該年赴港澳定居申請
工作量，是前一年兩倍。為方便申請人及時查
詢，應部分申請人要求，2009年12月30日，湖南
省公安廳人口與出入境管理局，把《夫妻團聚類
送港核查表》在人口與出入境管理局電子政務網
上公示。

信息公布後，該局意識到部分信息涉及個人隱
私，遂立刻於2010年1月10日刪除網頁上的文
件。

刪除不徹底 積極作補救
不過，由於技術原因，後台數據刪除不徹底，

造成當事人信息洩露事件。湖南省公安廳人口與
出入境管理局表示道歉，為積極消除此事可能造
成的不良影響，已協調有關部門，在網上清除此
表內容，並要求相關業務主管部門進一步規範信
息發布工作，避免類似事件發生。

誤洩港人私隱 湘公安廳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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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 偉 明
（右四）建
議關愛基金
撥款25億元
設立為期3
年的「就業
生活保障」
先導計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偉龍 攝

■曾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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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國權 攝

■不少家長
趕到奶粉商
攤位掃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