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

曉輝）建造業工人職安健問
題備受社會關注，自1981年
至今，本港約有4,700人確
診患有肺塵埃沉 病，患者
大部分為建造業工人，且不
少沒有定期驗身習慣。肺塵
埃沉 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去年11月撥款逾1,000萬
元，1年內為1萬名建造業工
人提供有關檢查。至今，約
300人已接受檢查，9%被驗
出有胸肺毛病；1人確診患
肺癌。委員會將在未來2
年，額外撥款300萬元，在
社區推廣有關疾病及防範知
識，減低工人患病機會。
肺塵埃沉 病，泛指因肺

積塵引致的疾病。患者因長
期吸入有害塵埃，令肺部產
生纖維化現象。最常見為矽
肺病及石棉沉 病，長時間
吸入石棉粉塵，更可能引致
間皮瘤癌病，建造業工人屬
患病高危。

已撥款千萬 供免費檢查
肺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委

員會主席何安誠指，矽肺病

新增個案，雖由2001年122
宗，降至去年63宗，但在政
府「樓宇更新大行動」計劃
下，不少舊樓翻新，工人患
病機會大增。因此，委員會
撥款1,000萬元，去年11月
起推出「肺塵埃沉 病／間
皮瘤醫學監測計劃」，安排
建造業工人免費到指定診
所，接受胸肺X光檢查及肺
功能測試，預計1年內可服
務1萬名工人。至今，已有
逾1,300人登記，約300人已
接受檢查，9%被驗出有胸
肺毛病。
他指，委員會本月起推出

「預防石棉沉 病社區推廣
計劃」，透過培訓地區推廣
大使、舉辦大型展覽及地區
工作坊等活動，在本港5個
合共有200幢舊樓需翻新的
地區宣傳，讓市民及工人減
低患病風險。

周聯僑倡承辦商須守法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

周聯僑指，從事拆除含石棉
物料工作的人士，會有較大
機會接觸釋出的石棉纖維。
他呼籲認可的承辦商必須守
法，對有關工作進行評估，
工人亦必須做好防護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立法會交
通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就內
地車輛來港自駕遊召開特別
會議，交代細節及安排。運
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表
示，下月實施粵港兩地自駕
遊試驗計劃，只容許香港私
家車到內地自駕遊，稍後會
公布配額、費用及手續。至
於第二階段內地私家車何時
可到香港自駕遊，暫未有細
節及落實時間表。當局要繼
續與專家探討及磋商，3月1
日會提交立法會交通事務委
員會交代。
在立法會交通務事委員會

昨日會議上，民建聯譚耀宗
表示，支持當局自駕遊政
策，但希望特區政府及內地
有關部門，妥善處理涉及的
安全問題。就有指政策或令
內地「雙非」孕婦衝關問題
加劇，譚耀宗認為，這是兩
個問題，又相信行政措施可
處理「雙非」問題。
新民黨葉劉淑儀認為，香

港交通擠塞，內地汽車使用
的燃油，可能令本港空氣污
染加劇。她指，局方應重新
考慮，是否值得為部分到內
地自駕遊的港人，而容許內
地人自駕來港。她又指，局
方應就自駕遊作交代，以免
深化兩地人矛盾。公民黨議
員陳淑莊揚言，有關政策未
經廣泛諮詢，市民及議員都
不清楚具體內容，要求於特
別會議詳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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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綠色公屋建費升4％
商戶減電費開支 首批單位明年入伙不加租

15幢大廈逾萬三單位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

啟德發展區的公共屋 計劃，涉及15幢
住宅大廈，提供逾13,300個單位，鄰近
采頤花園、彩虹 、麗晶花園及未來的
沙中線啟德站。房委會在設計及施工引
入綠色元素，有佔地逾30%的綠化面
積、使用區域供冷系統、停車位預留安
裝電動車充電設施，並引入節能設備。

房署管理商場 領匯無份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屋 採取大量環保

設施增加興建成本，對租金會造成壓
力。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志高表
示，因採用環保設施，建築成本會較傳
統公屋高出4%，但可減低電力開支，商
戶營運成本減低，有助調低貨品售價，
但不會因而調整租金。他又稱，房屋署
會自行經營該屋 商場，無計劃交由領

匯管理。
至於公共屋 管理扣分制自2003年實

施以來，房屋署錄得17,990宗扣分個
案，有46戶累積扣滿16分，房署已向其
中34戶發出遷出通知書，並收回其中2
個單位。住戶最常觸犯的扣分個案，主
要是在公共地方吸煙，過去3年有3,000
名住戶因吸煙被扣分，而高空擲物的扣
分個案亦從2009年的90宗，增至去年的
210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啟德發展區

的公屋發展計劃，將提供逾13,300個單位，

首階段將於明年入伙。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

書長 志高表示，有關項目將會在設計和施

工上採取多項環保節能設施，料建築成本會

增加4%，但不會因而調整租金，而商戶因節

能而減省電力開支，有助調低貨品售價。

宣傳防肺病知識 基金加碼300萬

「廣東生果金」盼上半年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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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邀拳王授防狼五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昨日出席論壇致辭表示，政府現正籌備推行「高齡津貼廣
東計劃」。該計劃經過全盤法律考慮、財政及技術可行性
研究，務求情理兼備，期望今年上半年擬訂具體建議。
他續稱，考慮到不少長者入住非資助安老院舍，局方在

綜援計劃下，為這些長者增設每月265元補助金，預料今
年年中起實施，逾萬人受惠。截至去年12月，共有逾
518,000人領取高齡津貼。今年2月1日開始，普通高齡津貼
和高額高齡津貼每月金額，上調至1,090元。

4區生活滿意度
天水圍長者最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收入不

足，欠缺家人及社區支援，令天水圍長者對生
活的滿意度大減，較易出現抑鬱症狀。港大調
查顯示，受訪長者對經濟和健康的整體不滿意
度為15%及27%，但天水圍長者有28%不滿意
自己的經濟狀況，38%不滿意健康情況，較其
他社區嚴重。學者促請當局加強天水圍長者的
社會支援。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去年11月訪問

408名分別居住在屯門市中心、屯門鄉村、元
朗朗屏 及天水圍天耀 的長者，發現天水圍
長者在4個地區中的生活滿意度最低，有28%
及38%不滿意自己的經濟及健康狀況；居於屯
門市中心的長者生活滿意度最高，5分中有3.7
分；最低的是天水圍天耀 長者，滿意度僅
3.5分。

專家：缺家庭支援易抑鬱
港大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副總監樓瑋群表示，

長者的生活滿意度受經濟、健康及家庭因素等
影響，今次調查發現天水圍長者的生活滿意度
較低，相信與區內醫療設施不便捷及他們欠缺
家庭支援有關，容易出現抑鬱。她建議當局應
加強照顧長者的需要，並強化社區的互助精
神，協助長者建立社區支援網路。

電動車擬免證行高速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為推動電動車發展，

提出修例容許部分電動車毋須申請快速公路許可證，亦可
在快速公路行駛，每年可減省145元許可證收費。運輸及
房屋局表示，現在建議豁免電動私家車、電單車及機動三
輪車申請許可證，並於上半年提交立法會審議，最快可於
今年內推行。
根據《道路交通（快速公路）規例》，電動車因沒有汽

缸，車主須另外申請許可證，才可在快速公路行駛，窒礙
電動車市場發展。為利環保，運輸署建議以電動引擎的
「額定功率」為準則，篩選合適電動車在毋須許可證的情
況下，使用快速公路。
署方建議有足夠馬力、持續以每小時80公里行駛的電動

車，即電動摩打的輸出率達7千瓦的電動私家車，以及達3
千瓦輸出率的電單車和三輪車，都可毋須許可證在高速公
路行駛。建議已獲交通諮詢委員會和道路安全議會支持。
許可證申請費用每張為145元，須每年續期，費用亦為145
元。在2011年，運輸署共發出238宗電動車許可證。
現時，本港市面出售的電動車以私家車和電單車為主。

至於其他種類的電動車，例如貨車，在本港登記使用的數
目不多，所以現在的「額定功率」與其速度和加速性能之
間關係的數據，不足以訂定適用於一般情況的準則，所以
仍須申請許可證。 深水 觀塘元朗

鼠患最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食物環境衛

生署公布，去年下半年，本港鼠患參考指數為
1.5%，較去年上半年1.8%低。不過，去年全
年鼠患參考指數達1.7%，較前年1.5%微升。
鼠患最嚴重地區分別為深水 （3.2%）、觀塘
（3.1%）及元朗（3%）。食環署表示，已在上
述地區及去年下半年指數升幅較高的南區，進
行增強防治鼠患工作，本港公眾地方鼠患情況
大致受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早前接連發生的2宗懷疑強姦案，
敲響治安警號。民建聯婦女事務委
員會非常關注事件，除強烈譴責犯
案者的行為及促請警方盡早捉拿兇
徒歸案，更向女士們教授自衛5
招，防狼自保。民建聯婦女事務委
員會主席葛珮帆強調，防狼5招目
的非為與色魔搏鬥，旨在擺脫對
方，爭取求助時間。她又表示，民
建聯稍後將在各區及中學內派發宣
傳單張，讓更多女士學懂防狼招
數。

葛珮帆：2宗強姦案惹關注
該2宗懷疑強姦案先後發生於香

港仔及灣仔區，葛珮帆指事件喚醒
婦女界關注，「不少家長亦反映，
擔心女兒會成為下一個受害目
標」。民建聯灣仔區區議員李均頤
指出，灣仔區不少後巷均無照明系
統，且垃圾、雜物堆積如山，阻擋
視線，易成罪案溫床，已向路政署
及食環署反映有關問題。她指出，

相關部門正積極處理有關問題，警
方亦表示會加強巡邏工作。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特別邀請

了本港羽量級拳王蔡東曉，教授女
士防狼自衛5式，包括遇到正面箍
頸時，可向對方插眼或插喉，再起
膝攻對方下陰要害；遇到正面持刀
架頸時可用手擋刀，再推對方下巴
及打要害；被從後箍腰可扭對方手
指及昂後以撞頭解威脅；被從後箍
頸可拉手、向後踏步及打要害；如
對方從後持刀箍頸則可縮頸擋刀、
拉手轉身及打要害。
委員會又向女士們提供自保小貼

士，例如避免出入僻靜昏暗的街
巷；夜歸應盡量安排家人接送；對
形跡可疑者要提高警惕；遭色魔侵
犯，應立即大聲呼叫，並走到人多
光猛的地方求助；及進入升降機
後，應盡量貼牆而企，並將門匙握
在手中，必要時可以之攻擊色狼自
衛。民建聯已將自保5招及防狼貼
士刊載於該黨網頁，市民可瀏覽
www.dab.org.hk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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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公屋項目將於明年陸續落成，提供

13,300個單位，預料可供34,000人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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