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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每年10月至11月和4月至6月均是本港賞蝶旺季，但面對鄉郊地區

發展，多個主要蝴蝶棲息地的環境面臨威脅。環保團體檢視過本港11個主要蝴蝶棲息地，發現有

逾60%地區較3年前轉壞，其中4個地區被評為破壞情況「嚴重」。不過，「非常罕見」的蝴蝶品種

「藍咖灰蝶」，卻在港絕跡達8年後重現。環團期望提升保育區生物多樣性，密切監察蝴蝶分布和破

壞情況，以免鄉郊發展影響蝴蝶棲息。

巡堆填未見蠅患 食署促加噴殺蟲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

莎、馮晉研）本港多區爆幼稚
園學位爭奪戰，有政黨昨發起
簽名促當局保障港童「原區就
學」，數百家長簽名響應。有家
長擔心明年「龍年效應」，學位
競爭更激烈，打算讓孩子遲一
年讀K1。另外，有北區幼稚園
擬加建多用途課室，增加60個
學位應付需求。全國政協常委
唐英年希望教育局對學位供求
作準確評估。

幼稚園學位成為社會熱話，
唐英年昨日在上海表示，政府
在制訂人口政策時，往往難以
估算雙非嬰兒來港入學的人
數，若幼稚園學額過多，會被
批評浪費公帑；反之若學額不
足，又出現雙單非及本港家長
爭學位的情況。他指教育局估
算學位供求「有少少錯」，明年
在「龍年效應」影響下，預計
學額需求進一步增加。

家長：遲一年讀K1避人潮

公民黨在新界發起簽名，促
請教育局確保所有本地學童原
區就讀幼稚園，共獲550個簽
名。屯門李先生明年將為女兒
報幼稚園，但擔心「龍年效應」
雙非學童湧港升學，自己又不
可能請長假替孩子排隊，唯有
打算讓孩子遲讀一年Ｋ1，以先
讀學前班再入Ｋ1避開人潮。他
擔心雙非與本地學童因語言文
化差異難遷就，拖慢本地學童
進度，建議取錄雙非學童的學
校分班教學。

譚生的孫女已於屯門某幼稚
園交表，「雖孫子就讀該校可
優先，但媳婦也排了數小時才
拿到報名表」，他擔心孫女未必
取得學位，要求教育局將「就
近入學」措施擴至全港，優先
保障港童原區上學。

上水培幼幼稚園校監蔡雯兒表
示，因應北區學生越來越多，該
校希望善用空間，去年計劃在戶
外建多用途課室，增加學生活動
地方。預計上下午班可增60學
位，但仍處構思階段，最快需1
年，新學年已趕不及。

11棲息地逾六成轉差 4地區被評「嚴重破壞」

珍稀蝶8年後重現大埔

環保協進會自2010年起檢視本港10個蝴蝶主要棲息
地，因應當局開放沙頭角邊境禁區，該會今年將

沙頭角列入監察名單，今年在11個主要蝴蝶棲息地，發
現逾60%情況明顯轉壞，當中鳳園、沙螺洞、山寮和龍
鼓灘被評為破壞情況嚴重。

鳳園保育區蝴蝶數急跌

在大埔鳳園設有蝴蝶保育區的環保協進會行政總監邱
榮光表示，保育區附近自2009年起興建住宅後，鳳園路
大部分沿路植物被破壞，保育區蝴蝶數目明顯下降，由
2009年4月普查所得的508隻，曾一度跌至只有146隻，而
今年6月則錄得336隻。

除了鳳園，沙螺洞亦面對遊人大增和非法野戰活動的

威脅，還有大型骨灰龕場；山寮附近興建了大型私人荔
枝園，植物遭燒毀作私人農地，令蝴蝶存活品種大受影
響；而龍鼓灘附近為填海造地選址之一，蝴蝶生活環境
面臨威脅。沙頭角去年起開放部分邊境，遊客和發展項
目增加，對生態構成潛在壓力。

藍咖灰蝶曾現身大嶼山

不過，今年本港蝴蝶界亦傳來好消息，在港鮮有紀錄
的藍咖灰蝶，被發現於上月13日出現於鳳園。鳳園蝴蝶
保育區顧問潘瑞輝表示，藍咖灰蝶屬於灰蝶科，幼蟲寄
主植物為葛麻姆及海刀豆等豆科植物，根據漁護署評
估，藍咖灰蝶為「非常罕見」和受保育物種。藍咖灰蝶
最早於1967年在港島南被發現，而上一次亦是第二次被

發現已是2005年10月在大嶼山沙螺灣出現。
潘瑞輝表示，蝴蝶成長易受環境影響，政府應履行保

育責任，保障蝴蝶生境。對鳳園附近發展住宅，他計劃
向未來住戶推行教育，以補償發展所造成的破壞。該會
還會密切監察全港各地蝴蝶分佈及環境情況，以免鄉郊
發展影響蝴蝶生存情況。

環保協進會昨舉行第七屆「鳳園蝴蝶嘉年華2013暨香
港蝴蝶保育日」，吸引逾4,000名市民到場。該會亦舉行
多場導賞團，除了讓市民近距離欣賞園內200多種蝴蝶，
也了解保育蝴蝶和自然環境的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日屯門部
分地方出現大量蒼蠅，屯門堆填區更被指為
蠅患源頭。環保署官員昨與一班區議員到屯
門堆填區視察，並無發現有大量蒼蠅。環保
署表示，明白社會對事件的關注，該署正與
食環署合作，期望找出蒼蠅源頭，令公眾釋
疑。食環署近期兩度巡視堆填區，均未發現
有嚴重蒼蠅問題，署方要求承辦商加強防
蟲，由過去每星期噴2次殺蟲水，改為每日1
次。

屯門區近日出現大量蒼蠅，多個街市及位
於堆填區附近的下白泥村更成為重災區。有
下白泥村村民表示，縱然當局多次派人入村
消毒，情況依然未有改善，認為蒼蠅與堆填
區有關。蝴蝶 街市食店有員工表示，上周
大量蒼蠅在店舖周圍出現，顧客不敢光顧，
生意大跌30%至40%。有魚檔員工在檔口掛
上一排光碟防蠅，「大量蒼蠅出現影響生

意，直至日前食環署派人清潔及噴灑滅蟲劑
後，情況才有改善」。

區議員恐擴堆填衛生惡化

有區議員指出，多個街市先後出現大量蒼
蠅，顯示非單一街市的清潔問題。他又指屯
門多年前曾烏蠅為患，當時發現因堆填區內
的動物屍體及腐肉等未完善覆蓋，懷疑近日
蠅患亦與此有關，擔心如果未做好堆填區的
防滲工作，再擴建堆填區，會令衛生情況惡
化。

陪同區議員及村代表視察堆填區的環保署
署理高級環境保護主任梁大來表示，該署近
期曾與食環署巡查了解情況。他解釋，堆填
區每天有兩公噸動物屍體要傾倒，牠們被放
入廢料坑時，會先灑上消毒藥粉，每晚鋪上
厚泥漿覆蓋，避免隔夜暴露及滋生蚊蟲，若
果處理恰當，相信不會滋生蒼蠅。

兒童是社會未來棟樑，成年人努力為兒童提供一個適合成長的環境，往

往卻不得其法，忽略了兒童的心聲及真正需要。為了讓兒童有更理想發

展，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昨日舉行「110萬兒童」計劃啟動禮，為一連串

活動揭開序幕。一眾出席嘉賓跟兒童一起拼砌香港天際線模型，象徵理想

香港，應由兒童角度出發，並促請政府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認真看待兒

童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兒童計劃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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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勇王振環張弛張春明等出席

香港河南總商會宴豫招商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金紫荊

女企業家協會於9月26日舉辦「在商言
商」系列午餐演講會，邀請香港海關
貿易管制處處長陳志強主講《2012年
商品說明 (不良營商手法) (修訂) 條
例》，以加強同仁在商品說明應用於服
務業上的認識，並提升服務業從業員
日後營商的保障。

陳志強：針對不良營商手法

陳志強詳細講解於2013年7月19日實
施的《2012年商品說明 (不良營商手法)
(修訂) 條例》內容。該修訂條例立法原
意是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及為守法商戶
提供公平營商環境，維持良好市場操
守。該修訂條例主要禁止商戶的不良
營商手法，包括就服務作出虛假商品
說明、誤導性遺漏、具威嚇性的營業
行為、餌誘式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
售行為及不當地接受付款。

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名譽顧問兼副
主席何思遠，名譽顧問黃美琴，常務
副主席余金保兒，副主席、執行委員、特
邀顧問及嘉賓等10餘人出席，對修訂
高度關注，討論內容包括執法機關對
初犯者或不知情者的檢控、條例對物
業租務代理、時裝銷售、美容服務業
等的管制，以及對公司董事、合夥人
等的法律責任的檢控。

陳志強回應指，條例監管範圍廣
泛，其中物業租務代理員工因不良銷
售行為而被檢控，公司也需負法律責
任，惟可根據「一般免責辯護理由」
舉證以申請豁免。其他如美容業亦受
此條例監管，但於美容院內工作的醫
生則不受條例規管，因為醫生已有專
業守則，屬於獲豁免專業人士。如被
檢控者為初犯或不知情人士，執法機
關將視嚴重性作出糾正措施、要求作
出承諾、或刑事檢控等。

與會者表示演講會增加了大家對該
修訂條例應用之了解，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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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嘉賓包括中聯辦人事部副部長楊
勇、河南省商務廳豫港投資促進中

心主任王振環、商丘市副市長張弛、信陽
市副市長張春明、信陽市府副秘書長曾兵
及十多個地市的帶隊負責人。

豫商務廳統籌務實招商

王振環致辭指出，香港是河南最大的外
資來源地、境外上市資本市場及重要貿易
夥伴，豫港經貿日益頻繁深化。2003年以
來，河南省每兩年赴港舉辦大型經貿活
動，許多港企到河南投資發展，獲得豐厚
回報。此次組團來港澳招商，厲行簡約務
實，由過去大規模招商，改為針對特定產
業，組織精幹小分隊，「一對一、點對點
對接，努力提高經貿合作的針對性和實效
性」。據悉，本次招商由河南商務廳廳長

焦錦淼帶隊。

河南總商會15日揭牌

該商會將於15日舉行揭牌儀式。商會
是在河南省商務廳、省政府港澳辦、省
僑聯和香港文匯報等單位支持下，在旅
港鄉親積極倡議下，由豫商務廳和本報
共同發起成立。商會首次理事會於13日
晚舉行。

創會主席張志偉致辭

商會創會主席張志偉致辭時表示，商會
是港商在河南的家，豫商在香港的家。希
望大家齊心協力把商會打造成連接豫港鄉
親的紐帶、豫港交往的橋樑、豫港合作平
台及招商引資通道。

出席聯誼活動的香港河南總商會高層包

括：香港河南總商會創會主席—歐能德
國際集團董事局主席張志偉，眾品食品董
事長朱獻福，牡丹瓷股份公司董事長李學
武，香港河南總商會創會副主席—河南
省商務廳豫港投資中心主任王振環，河南
省僑聯副主席耿誠聰，香港新華傳媒總經

理張建華，香港文匯報副總經理姜增和，
中南集團河南分公司總經理于漢章，天和
農業發展董事長徐建敏、香港金利福珠寶
集團總經理朱曉斐。

聯誼活動由本報中原分社社長、香港河南
總商會副主席兼執行秘書長程相逢主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易新、李青霞長沙報道）愛爾蘭

華協會湖南省大學生助學金發放儀式9日在湖南師大音樂

學院舉行。愛爾蘭華協會永遠榮譽會長鮑紹鈞、會長戴

國良參加發放儀式，並觀看受助學生參演的感恩匯報晚

會。據了解，這是愛爾蘭華協會在湖南第十四次向大學

生發放助學金。

在活動現場，鮑紹鈞、戴國良等代表愛爾蘭華協會的

各位資助者，向來自湖南中醫藥大學、湖南師範大學等

高校的41位受助學生頒發共計20.5萬元的助學金，並和

各位學生合影留念。

戴國良在發表講話時表示，愛爾蘭華協會自9年前來到

湖南，了解湖南當地貧困學生的境況後，就希望通過自

己的力量，努力去幫助這些貧困的學生實現大學夢。

「在每年的助學金發放儀式上都能看到這些學生的變化和

成長，我們感到非常的高興」。

除了本場捐贈外，9月24日戴國良還在湖南省衡山縣

望峰萬二帶中心學校為15名學生發放3.6萬元的助學金

及1萬元的助學基金，並出資為學校新建了浴室和廁

所。

據了解，自2005年愛爾蘭華協會為長沙市捐建第一所

希望小學開始，此後每年都來湖南開展公益慈善活動，

先後赴湖南瀏陽、常寧、衡山等地資助貧困學子，捐建

愛心學校、愛心醫院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香港河南總商會昨晚在萬麗海景酒店宴請

來港參加「河南省重點產業集群專題推介及招商項目對接會」的河南招

商代表團。這是香港河南總商會去年12月註冊後在港舉辦的首次大型聯

誼活動。

■參加聯誼會的嘉賓和香港河南總商會高層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

■愛爾蘭華協會永遠榮譽會長鮑紹鈞、會長戴國良等人與受助學生合影。 李青霞 攝

■陳志強(前左二)與吳曼而、余金保兒、何思遠、黃

美琴、彭蘊萍、藍嘉兒、許麗青、李慧芬和陳圖

安合影。

愛爾蘭華協會湖南助學


