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
昨日刊憲宣布修訂《預防及控制疾
病條例》，把變異株甲型流行性感冒

（H3N2）列為法定須呈報的傳染
病。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美國最近
錄得H3N2個案顯著上升，為及早防
範感染個案可能傳入香港，有需要
加強對這類型流行性感冒的監測，
以確保本地能採取有效的公共衛生
防控措施。有關修訂已於昨日起生
效。

美感染趨升 港及早預防
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有

關條文規定，必要時常可執行醫學
監測、檢疫及隔離。衛生防護中心
發言人表示，法例修訂有助本港盡
早進行疾病檢測，有需要時採取適
當的公共衛生措施，為應對H3N2作
好準備。

如醫生有理由懷疑出現H3N2個
案，必須向衛生署署長作出呈報。

衛生防護中心已去信全港醫生，通
知他們該項法例修訂及病例的呈報
準則。

H3N2最先於去年在美國發現，當
年錄得12宗感染個案，自今年7月
起，美國錄得感染個案呈上升趨
勢。截至本月10日，美國疾控中心
已錄得166宗個案，當中153宗屬7月
至8月初新近呈報的個案。根據美國
疾控中心的資料，當地呈報的個案
大多病情輕微，患者在感染後出現
流感徵狀，其後自行痊癒。特敏福
及樂感清等抗病毒藥物，可有效治
療H3N2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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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年」報名英升學增37%
英教育展首天3,000人捧場 收生門檻文憑低於高考

台居民赴港網上快證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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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風行」港老師傅爭金茶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首屆文憑
試大學聯招（JUPAS）派位昨日揭盅。今
年考試有多達1.1萬合資格考生未獲派資助
學士學位。部分考生雖然成績明顯較

「3322」門檻高，但仍不獲8大學位，坦言
對結果感詫異及失望。有人隨即趕到其他
專上院校爭取最後入學機會，其中職訓局
統一收生中心，單昨日已吸引800人到場報
名。

資助學額少 收生門檻高
今年文憑試有逾2.6萬人獲得「3322」入

大學最低成績，但大學聯招只派出14,848個
學士學位學額，另1,771人則獲資助副學位
課程，升學競爭超激烈，所以昨聯招放榜
不少考生都只能失望而回。其中考獲

「43352」的余家文坦言，曾以為符合
「3322」資格就有機會入大學，其成績雖明
顯較高，但最終仍然於大學聯招派位中落
空，無奈指：「都有點失望，但一山還有
一山高，沒有辦法。」雖然他早前獲自資
院校取錄就讀商科副學士，但因並非自己
興趣，正考慮放棄有關學位改選重讀，明
年再接再厲。

800人趕赴職訓局「撲」位
亦有考生昨即時趕到其他專上院校「博

一博」，劉同學失落聯招派位後，上午趕往職訓局黃
克競分校的統一收生中心「撲」學位，他表示，

「收到（聯招結果）都嚇了一跳，原來到這個成績
（符合資格）都無資格入大學」，估計是很多學生成
績不俗，但都選報一些「水泡科目」買保險有關。
職訓局表示，該中心昨日有800人到場申請。

昨部分大學再進一步公布聯招收生資料，其中中
文大學表示，「星之女」李安琪獲該校醫科取錄；
理工大學今年學位課程取錄了2,337人，約83%來自
首三志願（Band A）；嶺南大學則透過聯招收生532
人，其中82%人來自Band A。

扶貧重中之重
多元經濟 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正籌組重建
扶貧委員會，專責處理香港貧窮問題。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下午聯同行政
會議非官守議員和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舉行諮
詢會議，與工商界及僱主代表會面，了解他們對扶貧
工作的建議和意見。林太於會上表明，第四屆特區政
府視扶貧工作為重中之重，「我們會統籌不同政策局
和部門的宏觀政策和具體措施，促進經濟發展及加強
就業支援，從根本處理貧窮問題」。

善用兩地經濟合作機遇
特區政府昨日就扶貧問題舉行諮詢會議，其中香港

總商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
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港旅遊業議
會，以及香港僱主聯合會均有代表參與。他們提出多
個建議，透過推動經濟發展和提升社會流動處理貧窮
問題，包括促進多元經濟發展，善用兩地經濟合作的
機遇，優化人口結構並檢視人力資源的供求關係，改
善教育配套和職業培訓，增加對年輕人、長者和低收
入人士的就業和創業支援，以及整合房屋、醫療、交
通、託管等各項措施對推動就業的力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
振英早前表明要強化地方行政，提升區議會的
作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與18區區議會
主席舉行會議，據了解，大部分區議會主席均
關注目前區議會資源不足問題，希望當局可以
增撥資源，並考慮下放多些權力予區議會，以
加強區議會功能。林太於會上表示，行政長官
早前強調「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
地區掌握」的方向，「我們視各區區議會為政
府施政的重要夥伴」。

區會主席籲增資源簡化工作程序
林太昨日聯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和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任邱騰華與17位區議會主席舉行
會議，並於會後共晉午餐。有區議會主席透
露，會上多位區議會主席主要集中區議會資源
不足的問題，指除了資源不足，許多工程或工
作需要通過繁瑣的程序，令區議會可以做的工
作有限，建議政府按當局需要增撥資源予各區
議會。亦有區議會主席提出，當局應增撥資源
予18區區議會，每區設立一個亮點工程，推動
每區一個影響較大的重要工程，加強區議會的
參與。

昨日是文憑試聯招放榜日，受本地大學學位所限，
今年有超過1.1萬名達標考生未能入讀8大院校，

只能另覓出路。英國文化協會亦看準時機一連兩日舉辦
「英國教育展」，逾70所參展英國院校提供過千學額，部
分更設即場面試及取錄，首天吸引有3,000人次入場。

視藝科帶動設計系大熱
英國文化協會教育及社會項目主管陳淑芬表示，根據

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UCAS）數字顯示，今年
截至6月30日，港生報讀英國大學的申請共有6,041份，

較去年同期大增37%，主要因「雙軌年」所致，而熱門
科目和以往相若，都以法律和商科為首。但今年設計系
出乎意料地打入10大熱門學科，陳淑芬指，這可能和不
少文憑試生修讀視覺藝術科有關。

往後或調整收生成績
至於收生成績方面，陳淑芬指，一般而言，英國大學

對文憑試生的入學要求為3科3級成績，假如考生有4科2
級，亦可考慮報讀大學基礎課程；不過，高考生則要手
持4科D級，才可報讀基礎班。早前考評局曾公布，文
憑試4級水平與高考D級相若，意味 文憑試生如要到

英國升學，門檻遠比高考生低。
部分參展英國院校亦個別設定入學要求，其中

Swansea大學表示，該校對文憑試生的成績要求為3科4
級，而高考生則要平均達C級。對於兩批考生收生要求
的差異，該校代表指，文憑試畢竟是首屆舉行，很難掌
握實際水平，未來會否有改變，要看各學院部門決定。

文憑試考生劉同學，雖然取得多個4級至5級的成績，
但因中文只考獲2級，又擔心覆核後成績未必可以升
級，升讀本地大學機會渺茫，因此到場尋找其他升學機
會。他透露，其實自己已獲英國樸茨茅斯大學藥劑學課
程取錄，但仍希望爭取報讀排名再高一點的院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今年是首

屆文憑試及末代高考「雙軌年」。由於本地學

位供不應求，部分考生另覓他鄉升學路，單以

英國為例，報讀當地大學港生便比去年激增

37%。昨日起一連兩日舉辦的「英國教育

展」，首天便吸引3,000人次入場，亦有逾百名

就讀香港文憑試及高考的學生獲得即場取錄。

而按普遍英國大學招收港生要求，文憑試的入

學門檻只為3科3級，但高考生要4科D級才能報

讀當地大學基礎課程，意味 前者入英國大學

遠比後者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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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 德」襲港並未
「吹散」美食博覽的人流和銷情。不少商戶表示，天
氣不穩並未影響人流，入場人士消費意慾無減，有客
人豪擲兩萬元掃走4箱罐頭鮑魚，旺丁又旺財。而昨
日首日開幕的尊貴美食區，價值8.8萬元花膠肚、皇室
御用香檳等貴價食品已被掃光。另外，港式奶茶大賽

「金茶王」香港區決賽由沖奶茶23年的老師傅梁德酬
掄元，他今日將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賽，並表示「非常
有信心」奪冠。

掃海味即食麵 平貴通殺
「味珍味」負責人李濟森表示，一般早上的人流不

會太多，「中午12時開始，入場人士已開始多」，對
人流很滿意，認為無受風暴影響。如意鮑魚負責人黃
小姐亦稱，雖然周四晚入夜後受風暴消息影響，令場
內人流較少，但昨日人流很旺，認為風暴的影響不
大。她透露，昨日的銷情理想，數百元一罐的鮑魚，
有客人斥逾兩萬元掃走4箱。入場掃貨的王太與友人
花費近兩萬元購買海味、即食麵、果汁機和鐵板燒板

等，她指「每年也來美食博覽掃貨，平又買，貴又
買」，一般較市價便宜約20%。

英王室婚宴香檳大賣
尊貴美食區昨日開幕，首次參展的海味店「好東西」

展位堆滿人群，負責人黃紹華說：「鮑魚、花膠、海
蔘均十分好賣，真的很忙。較預期好，入場人士反應
很澎湃。」她續表示，一對兩公斤重花膠肚已售出，
成交價8.8萬元，預料生意額較預期多50%。而大亞洋
酒有限公司負責人謝嘉慧表示，被英國威廉王子選中
用以婚宴宴客的香檳Pol Roger，已售出兩箱（即24
支），「有客人想買6支，但銷情太好，所以只買到3
支，風暴（對展覽）無影響，旺丁又旺財」。

另外，昨日舉行《國際金茶王大賽2012》港式奶茶
香港區決賽，代表銀龍茶餐廳的梁德酬勝出。今年50
歲的他表示，86年入行做茶餐廳，由低做起，「初初
甚麼都要做，煲都要洗」，直至89年有機會轉到「水
吧」，沖了第一杯奶茶，開展了「金茶王」之路。今
次是第三次參賽，他透露吸收前兩次的落敗經驗，改

進撈茶配方和沖茶力度等。今日將出戰國際賽，面對
來自世界各地的沖奶茶高手，他表示「非常有信心，
因香港人佔主場之利，可沖出合香港人口味的奶
茶」。

■香港空氣污染嚴重問題仍有待解決。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下午巡視空氣質素路邊監

測站，並前往一間專營巴士公司參觀試驗中的超級電容巴士，進一步了解現時監測空氣

質素的機制及改善空氣質素的措施，以協助制定未來空氣質素政策的藍圖。他又乘坐了

試驗中的超級電容巴士，體驗電動巴士的運作效能。他理解市民十分關注本港的空氣質

素，「為改善路邊空氣質素，政府已採取新增的措施，以減少車輛排放的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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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駐台「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
處」宣布，今年9月1日實施台灣
民眾赴港網上快證免費的措施，
香港入境處最快於下周一公布詳
情。

有旅遊業人士表示，新措施落
實後，將可讓每年200萬名前往香
港旅遊的台灣民眾更方便，減低
旅遊成本。香港旅遊發展局預期
新措施可帶動年輕族群來港，料
兩周可吸引3,700人訪港。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宣布下月1日實施台灣民眾赴港網
上快證免費的措施，台灣陸委會
希望能深化雙方在各項領域的交
流。配合有關安排，香港旅遊發
展局與國泰、港龍、長榮、華航
和香港航空以及台灣53家旅行社
推出優惠機票及連酒店套票，2日
1夜香港遊套票原價9,000多元新
台幣，買1送1，即每人付5,000新
台幣（約1,300港元），名額100
個。

鼠患指數升 元朗最嚴重

H3N2列法定呈報傳染病

龍友荒島拍攝威脅燕鷗繁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

環署公布今年上半年的本港鼠患
參考指數為2.9%，略高於去年同
期的1.8%，並以元朗區最高，達
11.4%，其次是九龍城和觀塘，分
別有7.4%及7.1%。食環署表示，
個別分區錄得相對較高的指數，
主要是因為個別地方及後巷的環
境衛生欠佳，例如雜物堆積、不
適當存放垃圾和食物殘渣，為老
鼠提供藏匿地方及食物。

食環署表示，本港鼠患大致受
控，因應個別分區錄得相對較高
的指數，已加強滅鼠工作，包括
巡查街市、小販市場、避風塘、
小巷等，亦會繼續保持街道清
潔、在後巷毒殺和捕捉老鼠、堵
塞鼠洞、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防治
鼠患等。發言人表示，今年分兩
階段進行全港性滅鼠運動，首階
段已於2月底完成，第二階段由上
月底至下月28日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淑貞）擁有「海
上精靈」之稱的燕鷗，每年夏天均會來到
本港的大鵬灣、索罟群島、大小鴉洲及蒲
台島等荒島繁殖。香港觀鳥會近兩年發現
攝影者登上燕鷗島拍攝，令島上燕鷗受驚
飛走，導致鳥蛋和雛鳥曝露在烈日下，或
因過熱而死亡，嚴重威脅燕鷗的繁殖活
動。漁護署表示，每逢燕鷗繁殖季節均會

到其繁殖點巡邏，並豎立告示牌，提醒遊
人不可干擾在島上的野生雀鳥。

漁護署資料顯示，在2011年及2012年繁
殖季節，本港的燕鷗數目約為1,000隻至
1,400隻。香港觀鳥會燕鷗研究組召集人陳
慶麟表示，今年7月29日及8月6日兩度發現
有攝影者登上大鵬灣，令島上數百隻燕鷗
被嚇得在上空亂飛和叫喊。

■部分參展

院校設即場

面試，昨日

更有逾百名

應屆考生獲

即場取錄。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文倩 攝
■劉同學由於中文只考獲2級，到

場尋找升學機會。 歐陽文倩 攝

■梁德酬表示，沖奶茶最重要「水一定要沸」。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